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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力量让你破茧重生——— 在阅读中识别自己———

我余生的第一天
□ 维尔吉妮·格里马尔蒂 著 杨旭 译

我认出许多熟悉的脸
□ 闫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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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像秋胡那样，一来
就说“你采桑能挣几个钱，
不如跟了我，我有金子”，
一句“宁可共载否”，来得

风流不下流，是撩拨，也是试探，但也
还是越了界。毕竟萍水相逢，“使君自
有妇，罗敷自有夫”不说，这口气里，
还有一点点若隐若现的笃定。

这是一个自信的男人，因为自信而
冒昧，同时，也因为冒昧，而比那些始
终站在界限之外的行者、少年、锄者、
耕者更“man”。适度的冒犯，对于女
人也是一种恭维，她寂寞的稳定与平衡
被打破，在这种复杂的情境里，我们且
看罗敷将作出怎样的回应。

她是一个不但美丽而且骄傲的女
人，当然不可能与他同乘，她同时也是
一个性感、有趣、解风情的女人，不会
认为使君的冒犯就是自己的奇耻大辱。
只是，他自信得过了头，以为自己随随
便便就会上他的车，这种自信必须打
击，她灵机一动，借蚕说事，描述出一
个不存在的丈夫。

使君未尝不知道她所言盖出于虚
构，但是他也应当明白，她以这虚构来
表达“你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道德、
风情集于一体。不知道使君如何回应，
也许只能垂头丧气地一走了之。但是他
应该永远都忘不了这个女人，她的美，
她的骄傲，她的聪明，她的弹性，合成

她摇曳生姿的骨子里的性感。
至于罗敷呢，她也许只是嫣然一

笑，继续她美美的人生，怡然地享受各
种欣赏。在遥远的古代，她就知道如何
以自己的美和聪慧来取悦自己，真是个
了不起的姑娘。当然，也许会有人指责
这类女子无缘无故地要在自家男人心里
占寸方之地，事实上，谁也不可能占领
自己伴侣心中每一个领域，而罗敷，终
究还是一个有底线的姑娘。

桑间濮上的艳遇，在古代传说里，
是一个很经典的母题，男人和女人，总
是在桑间濮上相遇。但“秋胡戏妻”更
像一个官方通报，既粗鄙又严厉，隐隐
带着威慑力，《陌上桑》里却是一派神
采飞扬，欢乐无比，让你看到美，看到
心动，看到男女间的对峙，更看到生命
的活力。

据说，这一类故事还有第三种写
法，比如禹和他的妻子涂山氏女娇也是
相遇于桑林，一见倾心，结为夫妻。后
来呢？禹成了爱岗敬业的楷模，为治
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娇也只能去做
一个贤淑的妻子，静默地接受一切，最
后被后世表彰。

三种叙事背后，是不同的三观，在
同一母题下，做出各自的延伸。

红拂，爱不爱的，没那么重要
电影《妖猫传》里，白居易和和尚

空海上穷碧落下黄泉，只为寻觅一个真

相：杨玉环是否被唐玄宗所爱。他们觉
得这是天大的事。最后真相被揭示，虚
伪的唐玄宗最爱他自己，但杨玉环被少
年白龙所痴爱，白居易和空海放下心
来，非常地愉悦和满足。

杨玉环是否被爱真的那么重要吗？
当然啦。历来有个三观不正但是大家都
心照不宣的认知：女人的性魅力，决定
着她的核心价值。若没有“后宫佳丽三
千人，三千宠爱于一身”的传说，杨玉
环在历代美人中的排名，可能不会那么
靠前。

这当然有点悲哀，好在历史上终究
有些不一样的人，比如红拂。虽然她的
故事历来也被当成爱情传奇，但仔细看
那叙述，故事里凸显的更多的是野心而
不是爱情，最起码，被爱从来不是她的
原始资本。

红拂是隋朝司空杨素的家妓。杨素
是隋朝开国功臣，也曾轰轰烈烈地建功
立业，但老迈之后难免昏庸，他的姬妾
看他不行了，纷纷另寻出路，杨素也并
不怎么追，也许他对自己的处境心中有
数，他宁可装聋作哑，维持着这虚假的
繁华。

红拂却依然坚守岗位，倒不是她格
外忠贞，而是自主创业首先要选择一个
好的合作伙伴。那么她能到哪里寻找人
才呢？相形之下，杨素身边也许是发现
人才最好的平台。

风景开始晃动起来：邮
轮正驶出港口。她深深地吸
了一口气，塞上耳机，播放
让-雅克·高德曼的歌曲，然

后把毛线团放在膝上，微笑着打起毛衣
来。

“玛丽，您真是美极了！我都差点
认不出您来了。”

玛丽笑着接受了安娜的赞美。
“我其实不大知道怎么穿搭才好，

不过谢谢啦，安娜！您看起来也很不
错。”

玛丽脱掉路上穿的便服，换上了黑
色长裤和卡其色的毛衣，涂上睫毛膏并
且扎了个马尾辫。安娜则穿着和早上一
样的西装套裙，不过换了一种颜色。

“啊，您还带着包吗？”玛丽问
道，“您知道我们在船上不需要带钱，
只需要刷一下‘飞利奇塔卡’就可以
了。”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的手机
在包里头，我在等一个电话。”

“好吧。您想去哪儿吃？”安娜耸
了耸肩。

“我也不知道。这船太大，弄得我
晕头转向的。船上好像有好几家餐厅来
着，是吗？”

玛丽可一点都没有晕。她已经把邮
轮的地图和规定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
几乎把这些内容都印在脑海里了。她的

生活中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新奇的事物
了，并且由于每天都按部就班，她变成
了非常有条理的那种人，需要掌控一切
事物。她知道船上有五家餐厅、一个超
市、一家电影院、几家商店、一座图书
馆、一家理发店、几个游泳池，她的房
间里有额外多出来的一床被子，接待处
有一个电话，一支通晓多种语言的医疗
团队，一个太平间；她还知道中途停靠
的每个地点以及所有行程安排、船上主
要工作人员的面孔、每段航行的时间，
当然还有餐厅的菜单。

“西班牙餐厅挺吸引我的，”她
说，“我看到说他们做的海鲜饭非常好
吃。”

“那就听您的了！我也很久没吃过
海鲜饭了。再说他们那儿应该还有桑格
利亚酒，简直完美。”

玛丽和安娜坐在长椅上，围在一张
共用的大桌子边就餐，正式开始了她们
在邮轮上的第一个夜晚。一同分享一道
菜，而且吃的还是需要动手剥壳的贻贝
和虾，是会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没过多久，大家就已经和身边一同进餐
的乘客聊起天来。玛丽听到身后传来几
个像是德语的单词，右边应该是在讲英
语，再远一点的地方飘来几句意大利
语，或者是西班牙语吧，这两种语言她
总是会搞混。

她上一次在学校以外的地方用到意

大利语是八岁时候的事了。那次，她的父
母带着她和妹妹去意大利露营玩了几
天。她对于发掘异国文化满怀热情，把整
整一本九十六页的草稿本都给画满了，
并且发誓以后要多去旅行。她也不算完
全撒谎：毕竟她一直在收集旅游DVD。

“请问您是法国人吗？”
坐在安娜旁边的一个棕发美女用力

吸着虾头的汁。
“能听到有人讲法语真是太好了！

我还以为这里只有外国人呢。你们看
看，周围只有老人，如果他们还不说法
语的话，那我都不想活了。对了，我叫
卡米耶。”

“我是法国人，”安娜回答道，
“不过话说回来，恐怕我同时也是个老
太婆。”

“那总归比不是法国人要好，我最
受不了寂寞了。”玛丽抬了抬眉毛。

“那么，我想您上错船了吧。”
细看那本小册子。总之我必须得去

环游世界，在这段时间就只有这趟邮轮
能选了。”

“必须？”安娜重复了一遍。卡米
耶开始吃起她面前的鸡肉。

“对啊，我受够了慢吞吞的生活节
奏，工作啦，朋友啦，账单啦……我还
没到二十五岁呢！所以我就请了假，给
自己一个挑战：我要在每个国家都拿下
一个男人。”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王锦担任制片人，王梓执导，庸人编
剧，金世佳和柴碧云主演的青春记忆暖情剧
《我们的四十年》正在江苏卫视热播。日前，
柴碧云接受了媒体微信群访。

主要靠模仿拿捏“社会感”

《我们的四十年》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将
北京男孩冯都（金世佳饰）在电视行业的奋斗
历程做为主线，描绘了一出心怀梦想敢于拼搏
的动人画卷。

剧中，柴碧云饰演的西城是一个孤身漂泊
在北京，敢作敢当的酷女孩。西城性格独立，
一个人只身闯荡北京做外汇买卖，同时，她又
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女孩，她的奋斗轨迹其实

很有远见，在改革开放初期，她抓住机遇，勇
敢创业，闯温州、下深圳，展现出独到的眼光
与果断的性格魅力。

谈及如何拿捏这个角色的“社会感”，柴
碧云说：“其实更多的是在模仿。努力调动自
己脑子里的信息库，回忆那时看过的人和事，
还有就是通过阅读一些小说和资料获取信息”

若在戏外不敢选择冯都

早在西城和冯都相识初期，西城就遭遇了
家庭的变故，西城伤心地靠在冯都胸口大哭，
直言“人都有脆弱的时候，脆弱的时候就想找
个电线杆子靠一靠，你就是那个电线杆子”。
也正是这一幕的温馨，让观众将对他们封为
“电线杆”式情侣。

在柴碧云看来：“西城和冯都之间的爱情
看起来可能不常规。他们两个人谁也不靠着

谁，都可以各自生活得很好，但两个人谁也不
能离开谁，这种关系很微妙。”

柴碧云坦言，如果是在戏外，不敢选择冯
都：“生活中冯都这样的男生应该会吸引我，
我应该会很向往，但是我不敢选择他，因为西
城和冯都的关系就像风筝一样，飘在天上飞得
很高很远。我不敢选择这样男生，是因为我怕
有一天线断了。”

和西城一样很有男孩子气

《我们的四十年》围绕电视展开故事。对
于柴碧云来说，她对电视也有着很深的情结，
“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很忙，能全家一起吃
个晚餐，我就觉得很幸福。晚餐时间看电视，
我妈喜欢看电视剧，我爸喜欢看法制节目，我
哥哥喜欢看体育节目，我最小，就喜欢看动画
片。所以全家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抢遥控器的那个样子，在我脑子里就像过年一
样。我13岁就到北京上学了，所以非常怀念一
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的场景。”

剧中，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是重头戏，
1989年出生的柴碧云对那个年代有很深的感
情，“我小时候就喜欢看家里的老照片，我爸
妈穿的服装我觉得特别时髦，即便现在，我依
然觉得那个年代的服装是最时髦的。那个年代
的流行音乐，我也觉得特别有味道。我还特别
喜欢那个年代的剧、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所
以在接这部剧时，我感到很高兴，很幸运。”

柴碧云坦言，自己和西城这个角色在性
格上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比如我们都很男孩
子气，因为我们都是独自在拼搏，所以必须
要坚强、要独立。我们都喜欢冒险，不同的
是我只是喜欢，但我不敢，西城是真的在冒
险，无论是她对待爱情，还是对待生活的态
度，都在冒险。”

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中演绎敢作敢当的酷女孩

柴碧云：独自拼搏必须坚强独立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片方获悉，由陆庆屹导演的

电影《四个春天》闯入贺岁档，宣布于2019年1
月4日全国公映。凭借对家庭本真生活的深情记
录与刻画，已经过几轮展映的《四个春天》被观
众誉为国产纪录片的“清流”，该片在专业平台
的评分高达8 . 8分。

此前，一则“北漂大叔用1500元给父母拍出
高分电影”的新闻走红网络，《四个春天》因而
备受关注，而素人导演陆庆屹的“北漂游子”身
份，也引发了诸多网友的共鸣。陆庆屹将镜头对
准了自己的家人，让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父母
和温暖动人的家庭生活得到记录，引观者共情，
也令观者为之感动。

纪录片《四个春天》1月4日公映

□ 王浩明

28日，深圳南山半程马拉松组委会发布公
告，对258名涉及伪造号码布、替跑和“抄近
道”等违规选手作出禁赛处理。

此前，网络曝光的一段交警监控视频显

示，在25日进行的深圳南山半程马拉松比赛
中，在主赛道深南大道上，多人用穿越绿化带
的方式从道路的一侧跨越到另一侧“抄近
道”。此外网友爆料，还有多人涉嫌替跑和伪
造号码布的行为。

深圳南山半程马拉松组委会调查后在28日
晚发布公告称，根据计时芯片数据、赛会录
像、现场照片等证明材料，总计违规选手258
名，其中伪造号码布18人、替跑3人，包括
“抄近路”在内其他违规选手237名。根据竞
赛规程，对伪造号码布和替跑选手永久禁止参
加深圳南山半程马拉松赛，其他违规选手处以
两年内禁止参加深圳南山马拉松的处罚。

近年来，国内马拉松不管是赛事数量还是
参与人数都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数据显示，
2011年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备案的马拉松及相
关路跑赛事只有22场，而截至今年11月2日，我
国2018年已举办800人以上路跑、300人以上越
野赛共计1072场，参加人次530万。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跑马的阵营中，而围
绕马拉松的赛事组织、装备销售和品牌营销
也呈现了井喷式。但随着赛事和参与者的增

长，选手违规、组织者干扰赛道等问题也开
始出现。

例如，本次深圳南山半马，本应是一次市
民的狂欢，除了少数精英跑者追求名次之外，
大多普通爱好者参与马拉松的目标都是完赛和
创造PB（个人最好成绩），马拉松是一项不断
挑战自我的运动，出现较大面积“抄近道”的
行为着实让人汗颜。

社交网络创造的“比较”的场景，让分享
和刷PB等行为一定程度上异化了跑者的行为，
但对于跑者来说，挑战自我，坚持不懈的马拉
松精神应当根植于心，而遵守规则更应成为参
赛的底线。因为没有规则，公平无从谈起，没
有公平，竞争毫无意义。

对于组织者来说，比花哨的外表更重要
的，是如何精细化管理，将规则意识贯穿到赛
事的整个流程，并服务好参赛者。

无论是参赛者，还是赛事组织者，都应该
反思，参加和举办马拉松的意义是什么？不要
跑着跑着就忘了自己为什么而跑。

莫让马拉松变了味道。
（据新华社深圳11月28日电）

■ 相关链接

2018上合昆明马拉松赛

将采用“人脸识别”防替跑
2018上合昆明马拉松赛将于12月2日在云

南省昆明市滇池之滨鸣枪开跑，本届赛事将
采用“人脸身份识别系统”对参赛选手进行
身份核验，杜绝替跑行为。

据赛事主办方介绍，本届赛事设有全程马
拉松、半程马拉松、大众健康跑、上合家庭跑
四个项目。赛事预报名人数达4 . 1万余人，其
中全程马拉松报名人数6000余人，报名选手来
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朗、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等51个国家和地区。

据介绍，本届赛事将按照国际田联铜标赛
事标准举办。为杜绝替跑行为，参赛选手在领
取参赛物品时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通
过人脸身份识别系统进行身份核验，人、证不
一致的参赛选手将无法领取参赛物品。

（新华社昆明11月27日电）

一场半马258人违规

别让马拉松变了味

□CFP 供图
11月25日，深圳南山举行半程马拉松比

赛，比赛开始，选手们纷纷从起点出发。

据新华社巴黎11月27日电 欧冠联赛卫
冕冠军皇马在27日的G组第五轮中客场2：0力
克罗马，确定获得小组头名，而落败的罗马
同样晋级。包括皇马与罗马在内，又有7支
球队在这一比赛日过后锁定16强席位。

G组另一场比赛，比尔森胜利客场2：1
击败莫斯科中央陆军。这一结果让皇马和罗
马提前一轮晋级，领先罗马3分、交手记录
又占优的皇马也锁定小组头名。

身处F组的里昂队主场2：2与曼城握手言
和。同组的霍芬海姆主场2：3不敌顿涅茨克
矿工。积10分的曼城提前出线，里昂积7
分，领先身后的顿涅茨克矿工2分，两队将
在最后一轮为出线名额展开正面对决。

在E组较量中，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
胜本菲卡，阿贾克斯客场 2：0击败雅典
AEK。本轮过后拜仁积13分，阿贾克斯积11
分，两队携手小组突围。

H组中，尤文图斯主场1：0小胜巴伦西
亚，曼朱基奇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依靠费莱
尼补时阶段的进球，坐镇老特拉福德球场的
曼联1：0绝杀伯尔尼年轻人。本小组两支劲
旅尤文图斯与曼联挺进16强。

欧冠联赛28日将进行A组至D组第五轮
较量。B组的巴塞罗那是本赛季欧冠首支晋
级16强的球队。

当地时间11月27日，尤文图斯队球员
克·罗纳尔多在比赛中。 □新华社/欧新

欧冠：皇马锁定头名 7队小组突围

□记者 王 磊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8日报道 首回合1：1的比

分，让泰山队占据了足协杯夺冠先机，同时也炒
火了球市。28日晚，售票方“体育之窗”宣布，
足协杯决赛球票已全部售完，原计划定于29日的

现场售票也宣布取消。11月30日晚，2018年足协

杯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将在济南奥体中心开战。
按照售票方“体育之窗”的安排，足协杯决

赛第二回合网上售票从23日开始，主要针对球迷
会员；非会员售票从24日开始，但是每次售票系
统开放不到10分钟时间，球票就被抢购一空。28
日、29日是现场售票时间，售票方在鲁能大球场
北门西票亭每天10点准时开始发售球票。

28日上午9点时，鲁能大球场的门口已经排
起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队，据现场球迷预测，
至少有500人参与排队。

“你见过凌晨4点的济南吗？”泰山队球迷周
明辉说，“我见过！天空漆黑，特别冷，还有浓
重的雾霾。”周明辉和女友经历了网上多日的抢
票无果后，只能寄希望于现场买票。“原本我打
算和女友8点过来，但昨晚快要睡着时，突然想
起来还有‘黄牛’的存在，心里有点慌，也睡不
踏实。干脆凌晨4点多久来到了奥体。我来时，
前面已经排了十几个人。”

排在周明辉前面的，就有来自青岛的孙吉亮
一行8人，他们在凌晨不到一点时，就已经到了
鲁能大球场排队。

尽管很多人是带着“任务”来的，比如有人
就带了多张朋友的身份证，希望买到多张票，但
是售票方为了打击“黄牛”，规定只能本人带身
份证购买一张。周明辉、孙吉亮等人站位靠前，
如愿拿到了球票，“希望泰山队能够好好比赛，
拿下最终的冠军，也对得起我们这些赤胆忠心的
球迷。”

上午11点，售票处的300张票已销售一空
另外，据记者了解，在炒票的“黄牛”那

里，票价最低的100元球票，已被炒到了400元；
票价150元的球票，被炒到了500元；票价200元的
球票，被炒到了600元；票价500元的VIP球票，
被炒到了1000元以上。淘宝上的“黄牛”价格稍
微便宜，比一般黄牛便宜100元左右。

其实，今年的联赛中，泰山队的球市并不算
好，许多票贩子，经常将票砸在了手里。比如今
年最后3个主场比赛，能够容纳5万名球迷的鲁能
大球场，到场球迷只有一万人左右。

如今泰山队有希望拿到足协杯冠军，吸引了
众多球迷前来抢票，“他们很多人就是来看热闹
的，并不是真球迷。”泰山队铁杆球迷小吴说。

有球迷表示：“谁都不想错过泰山队8年来第
一次在主场夺得冠军的历史性时刻。”

2018年足协杯决赛第二回合明晚开战

球市火爆 票已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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