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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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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就是杨步伟的先
生，而且并没有带母亲来欧
洲，这话挺扎心，但杨步伟
是何许人，不但当场回他

“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
的”——— 她比赵元任大三岁，还在许多
年后写自传时对罗志希隔空喊话：“至
希，你还记得吗？那时真是你们的黄金
时代。”

这真是……太强壮了。当我想要总
结杨步伟，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是这个
词，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可以
用在女性身上的高级形容词。

杨步伟生于1889年，原本是长房所
出，被过继给不育的二叔。生母对她颇
多负疚，二叔夫妇也将她视如己出，两
家合伙将她惯得无法无天。更难得的是
她祖父，对现代佛学大有贡献的杨仁
山，不但能很有耐心地跟她讨论民权和
婚姻制度，就连分家也要她来拿主意。

杨家的风格着实新锐，我们不妨把
她和徽州女子吕碧城做个对比，当杨步
伟在家人的“纵容”下，欢脱地花样逞
能时，吕碧城却因为太能干，而被未婚
夫退婚。

若说是地域差别，我们也可以和再
晚一点的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做个对
比，这个人物虽然是虚构，但张氏笔下
人物大多有所本。

白家是张爱玲最熟悉的那种没落贵

族，白流苏最擅长的是“无用之用”：
低头，示弱，声称自己没用——— 记得潘
金莲在西门庆面前也有类似的自谦。借
用Ayawawa创造的名词就是，她们放大
自己的伴侣价值，才能从男性主导的世
界谋取最大利益。

在这样的潮流中，杨家纵容女孩子
逞能，是不是有点冒险？将来夫家也能
这样容她吗？这一点，杨家倒是不怕，
因为杨步伟还没出生，就已经被指腹为
婚，男方是她姑姑的儿子。即便姑姑对
这个未来儿媳妇的野蛮生长，比如不缠
足颇有微词，却也不敢跟自己的父亲对
抗。

杨步伟倒生出反骨来，二十岁那
年，她问祖父：“我的疖子几时可以出
了头煞？”她并非对表弟不满，只是这
会儿她已经在外面读了几年书，她不想
让别人决定自己的人生。

养父则觉得有点对不起表弟，杨步
伟并不内疚，说：“一个人要改革一样
事，总要有牺牲的才能成功，不幸给他
遭到了，我只能对他抱歉就是了，我不
愿因此不做。”

养父又问她是否也愿意做出牺牲，
终身不嫁，杨步伟回答：“那太可笑
了。第一，我不要有条件地改革婚姻制
度；第二，他也不见得为着和我退了婚
将来就不娶，我何必白贴在里头呢？第
三，因为这个缘故，我更应该嫁，才能

给这个风俗打破。”
杨步伟不只是强壮，简直是强悍，

她对她做的一切如此理直气壮，半点纠
结也无。当然，这种强悍也自有根源，
虽然生父声称要处死她，祖父却站出来
为她撑腰，说：“一个人若是总不愿这
样事，一定要他做，一生不能好好过
的。所以从古以来不知牺牲多少人。婚
姻这样事几千年下来流弊不知多少。就
照外国半自由也不能说全好。不过如能
自由，在精神上总有一时的痛快……”

真是金声玉振，一个老祖父竟然有
这般见识！真正的富养不是给她金尊玉
贵的优渥生活，不是教她琴棋书画带她
周游世界，而是给她自由，让她冒险，
跟她一起赌个未来，宁可让自己处于不
安中，所以，杨步伟才是真正被富养大
的女儿。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之后，杨步伟
拿到了她要的自由，她开始像一个人而
不只是像一个女人那样去生活，读书，
创业，留学。她的官方履历上说她曾任
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崇实学校”校
长，我倒不觉得能算作她的光荣。当时
她并没有显示出过人之处，安徽督军柏
文蔚忽然请她去当校长，只怕还是因了
她家族的名望。但是后来发生兵变，乱
兵攻打学校，二十来岁的杨步伟临危不
乱，镇定指挥，确实可以在多少年之后
引以为豪。

两年前，卡米耶还是个
胖子。既不是圆滚滚、胖嘟
嘟、肉乎乎，也不是丰满、肥
硕、强壮。一个字，就是胖。自

从母亲去世以后，她就把自己用一层又
一层的脂肪包裹起来。为了让别人忽略
她的肥胖，她学会了一系列技能。

别人可以用一长串形容词来描述
她：幽默风趣、乐于助人、温文尔雅、勤奋
努力、擅长绘画、感情丰富、充满活力，或
许还有仔细认真。但这仍旧不够，外在的
肥胖还是比内在的修养更为显眼。所以，
卡米耶是那个爱开玩笑的胖子，是那个
被邀请去晚会上活跃气氛的好伙伴，而
当慢狐步舞的音乐响起时，却是被遗忘
在角落的那个人。

“真是可惜啊”这句话，无疑是她从
出生以来听得最多的。奶奶认为她可爱
的脸蛋配上她圆胖的身体真是可惜，父
亲认为她不再努力减肥真是可惜，朋友
们认为她不陪她们逛街真是可惜，弟弟
认为她把蛋糕吃光了真是可惜，男生认
为她喜欢上他们真是可惜。直到她遇到
了阿尔诺。

那时她十八岁，他在第二学期期中
空降到她的班上。他经常来看她，他们把
房门关上，在里面看电视、复习功课、拥
抱亲吻。她很想知道他究竟看上自己哪
一点。

他不想被别人知道两人的关系。同

班的情侣总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保守秘
密更好。这个秘密一藏就是三年。有一
天，他没来找她，她就给他留了一个信
息，却被另一个朋友不小心看到了。顿时
流言四起，最后在一个夜晚的聚会上终
结。当时阿尔诺和卡米耶在公共场合当
面对质，随之结束的还有他们的故事。

“你们真的觉得我会跟那个胖妞在一
起？”他说。她哭了，别人都为她辩护，于
是他就离开了。

那晚回到家后，她脱下衣服，对着镜
子观察自己肥胖的身体。她攥紧拳头，用
尽全力一块接一块地搓身上的皮。肚子
上的赘肉松软无力地垂到下腹，丑陋的
胸部，大腿粗得令她不得不叉开腿走路，
浮肿的脸庞，恶心的屁股。她痛得要死，
浑身通红，但脂肪就是不融化，它们甚至
都没办法被捏起来。从第二天起，她开始
新一轮的节食，可惜只坚持了四天。

两年前，卡米耶存够了一笔零花钱
做手术。她拉着一个塞满了宽松T恤的箱
子，满怀希望地去到一家诊所。医生跟她
解释说这将会非常痛苦，战斗才刚刚打
响。她则回答说真正奏响的是她重生的
号角。

他们缩小了她的胃，从而提高了她
的自信。体重秤上的指针一公斤一公斤
地往下降。当她减掉四十五公斤之后，她
又做手术把松弛的皮肤给切掉，接着开
始运动，进行新一阶段的治疗。最后她申

请调职到一家法国学制的学校，暑假后
开学到圣诞节前为第一学期，圣诞节后
到复活节前为第二学期，复活节后到暑
假为第三学期。

没人认识她的事务所。
过去六个月，她都和朱利安共用一

间办公室。她其实还想和他分享更多的
东西，而不仅仅是一顿顿午餐。他只需要
让她递过来一份文件，就足以令她心里
头如小鹿乱撞。然而，当他邀请她共进晚
餐时，她却感到恐慌。她还没准备好，害
怕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害怕他看见她
的萎缩纹，害怕在他身上重蹈覆辙，害怕
自己表现糟糕……她请了一年的假，决
定来个恋爱速成培训。

“你和米格尔最后进展到哪一步
了？”安娜问。

“哦，我们只是舌吻过而已。他的舌
头有点软，这说明其他的也不大好。”

终于又能踏在坚实的土地上了。邮
轮在海上航行了两天后，把乘客运到了
丰沙尔——— 马德拉群岛的首府城市。玛
丽站在码头边上，开始向安娜和卡米耶
一一列举推荐的活动。

“我挺想去杰朗角上野餐，你们呢？”
“那是一座古建筑吗？”安娜问。
“不是，那是一处海岸边的悬崖，据

说风景特别壮观。”
“哎哟，那我还是尽量避免靠近悬

崖边缘吧……”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历年元旦档都是各家重磅贺岁大片云集的
必争之地，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元旦档，已经聚
集了16部影片，其中由“贺岁片第一人”葛优领
衔，岳云鹏、杜淳、蔡卓妍、包贝尔、小沈阳、陈
赫、潘斌龙等出演的喜剧片《断片之险途夺宝》，
以超高人气和应景氛围博得广大观众关注与期
待，目前在各大平台想看指数遥遥领先。《断片
之险途夺宝》能够笑傲元旦档吗？

断片后“辞旧迎新”

将于12月29日上映的电影《断片之险途夺
宝》中，葛优饰演的卖鱼大叔牙叔，岳云鹏饰
演的海豚训练员阿乐与杜淳饰演的海洋馆保安
治国，在某天因生活中的不顺聚在海洋馆中喝
酒，谁知在大醉之后，竟然把海洋馆的大明星
海豚宝宝卖到了国外。为找回海豚宝宝，三人
不得不辗转多地，开始遇到各种奇人怪事的惊
险旅途。

据透露，“断片三人组”将在断片后重启人
生，有望最终实现欢乐逆袭。而在辞旧迎新的元
旦档期，《断片之险途夺宝》所代表的翻篇贺岁
理念，也寄托着主创们祝福大家新一年会越来
越棒的美好愿景。

葛优曾经以《甲方乙方》《没完没了》等冯氏
贺岁喜剧占据上世纪九十年代票房榜，进入新
世纪以来，更奉献出《让子弹飞》《非诚勿扰》等
经典贺岁喜剧，成为内地贺岁片第一人。自2016
年他主演的剧情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后，已近
两年没有新作面世，此次携《断片之险途夺宝》
回归，与新晋喜剧福将岳云鹏及刚在《我就是演
员》中有上佳表现的杜淳联手组成“断片三人
组”，势必会受到观众的热切期待。

６０分钟的３Ｄ长镜头不只是噱头

由毕赣自编自导，汤唯、黄觉、李鸿其、陈永
忠主演，张艾嘉特别出演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
晚》也是元旦档备受关注的影片。影片面对自我
记忆、家庭关系，讲述了多年后回到贵州的罗紘
武偶然发现神秘女子万绮雯的踪迹，回想起十
二年前与她度过的那个秘密夏天。随着罗紘武
对万绮雯的苦苦寻找，关于这个神秘女子的越
来越多线索浮出水面，这段跨越时间、空间、记
忆、梦境的寻找让人流连忘返。

2015年，《路边野餐》让1989年出生的毕赣

一炮而红。时隔三年，毕赣带着《地球最后的夜
晚》强势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老火
车、废旧的时钟、破沙发、漏水的屋子，《地球最
后的夜晚》中满是《路边野餐》里的老物件，片中
的故事也仍然是关于故乡和记忆，有影评人表
示，《地球最后的夜晚》可以看成升级版的《路边
野餐》，不过，这种升级主要是技术手段和工业
制作水准上的“升级”，内核和精神上，还是那个
毕赣，甚至于因为有了资金和技术手段的支持，
这一部比《路边野餐》更加毕赣。电影中有一段
长达６０分钟的３Ｄ长镜头，实操难度非常大，从
室内到室外，从摩托车到索道，从天上到地下，
期间还要打乒乓球、打台球、放烟花，有一点
失误，都要重拍，这也是该片吸引观众的重要
噱头。而作为汤唯产后回归大银幕的首部作
品，这部影片也多了一个被期待的理由。

全部新人演员再拍《鬼吹灯》

由非行执导，蔡珩、顾璇、于恒、成泰燊主演
的奇幻冒险电影《云南虫谷》，将于12月29日上
映。影片根据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之云南虫谷》
改编，讲述了摸金三人组胡八一、Shirley杨、王
胖子三人为破除诅咒，经历重重艰难险阻深入
古滇国献王陵墓中寻找雮尘珠的故事。

导演非行曾经打造《全民目击》等一系列口
碑佳片，而《云南虫谷》是其精心打磨的又一力
作。他曾在采访中透露：“前期花了9个月多时间
来创作剧本，力图打造一个全新的鬼吹灯世
界。”在制作上，影片也采用了国际化特效团队，
打造出视效精美的商业片，为影院观众带来非
同一般的观看体验。

在演员的选择上，非行大胆选用新人演员，
并表示是为了能够打造出最符合原著的角色形
象。据悉，新人演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完成拍摄
前的魔鬼训练，大量动作戏更是导致他们在拍
摄过程中不断受伤。尽管故事才是电影能否成
功的关键，但全部新人演员的阵容能否经得住
考验尚需印证。此外，作为一部奇幻片，影片此
前曝光的预告片的画质曾遭吐糟，经过半年多
的特效改进，能否呈现魔幻大片质感也只有等
影片上映后才能知晓。

除此之外，元旦档还有《我们最好的时光》
《阳光星旅团》《苗寨情缘》《拳职妈妈》《手机狂
响》《两只小猪之勇闯神秘岛》《警车联盟》《阿里
巴巴三根金发》等十余部影片将与观众见面，但
多影响力平平，不知能否诞出黑马。

贺岁片集结，谁可笑傲元旦档？

□ 本报记者 王建

12月6日，世预赛窗口期结束，CBA重燃战
火，山东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北京翱龙。

北京翱龙目前仅取得3场胜利，排名倒数；
两次输给八一队，导致主教练丁伟下课，助理教
练张德贵接掌帅印；大外援兰多夫因为年龄和
伤病，状态大幅下滑，这场比赛之前被托马斯·
罗宾逊替换。对手实力不强，问题很多，山东男
篮拿下比赛难度不大，唯一值得忌惮的就是对
手的小外援皮埃尔·杰克逊。

杰克逊有多强？不妨看下统计数据。前15
轮，杰克逊有9场比赛得分超过40分，场均43 . 5
分高居CBA得分榜第一位。北京翱龙能两场比
赛投中25个三分球，追平CBA单场命中三分球
数的记录，杰克逊功不可没，他投中的三分球占
全队的近一半。可以说，杰克逊是目前CBA的最

强小外援。
看杰克逊的履历，很难想到他在CBA会有

如此精彩表现。2013年NBA选秀大会，杰克逊在
第二轮第12顺位被费城76人队选中，随后就被
交易至新奥尔良队。一年后，杰克逊再与费城76
人队签约，但很快被裁。2015年，杰克逊第三次
加盟费城76人队，这次命运依然没有垂青于他。

2016年12月，杰克逊加盟达拉斯小牛队。在
这里，他终于迎来在NBA登场的机会。杰克逊
在小牛队出战8场，场均得到4 . 38分。这也是杰
克逊在NBA仅有的表现，之后他又两次与小牛
队签约，最终都被裁掉。

2013年，杰克逊就开始尝试到国外发展，加
盟了土耳其费内巴切队。2014年到2016年，他主
要在NBA发展联盟打球。这时候，杰克逊已经
展现出超强的得分能力，在与德克萨斯传奇队
的一场比赛中，他得到58分，打破了发展联盟的

单场得分记录。
2016年，杰克逊加盟克罗地亚联赛。来CBA

前，他为以色列特拉维夫队效力，在50场比赛中
场均得到13 . 3分。

杰克逊状态如此火爆，一方面是他有这样
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翱龙整体实力不
强，比较依赖外援，杰克逊有大把的出手机会。
对手的这种特点，让山东男篮的防守更加有针
对性。限制住杰克逊，山东男篮战胜对手的难度
会大大降低。

本赛季，山东男篮与北京翱龙在常规赛中
同处一组，双方要交手四次。同组对手中，北京
翱龙是最后一个与山东男篮交手的，直到第16
轮双方才第一次相遇。此前，山东男篮已经与江
苏队、福建队和八一队遭遇过，其中和福建队和
八一队都打了两场。

按照此前的估计，北京翱龙的实力应该在

江苏队和福建队之下，但高于八一队。没想到，
第一阶段结束后，北京翱龙和八一队一样，都是
取得3胜。北京翱龙表现不佳，对山东队是利好
消息，如果四场比赛全部拿下，山东男篮完成赛
季目标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世预赛窗口期，山东男篮没有队员入选国
家队，获得了难得的磨合阵容和休养生息的机
会。目前，队伍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张庆鹏和
王汝恒都有伤，外线原本就捉襟见肘，现在又笼
罩在伤病危机之中，面对接下来的密集赛程，有
很大压力。

山东男篮今晚主场对阵北京翱龙

最强小外援 登门来挑战

□记者 逄春阶 报道
本报北京电 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原创歌

剧《檀香刑》12月4日、5日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这
是继济南、潍坊、临沂、南京、青岛巡演之后的第16、
17场演出。莫言在现场表示，这是一步步“减”出来的
歌剧，呈现出了比较简练精粹的状态。

歌剧《檀香刑》是由著名作家莫言和山东艺术学
院李云涛教授共同编剧、李云涛教授作曲并历经6年
精心打造的，也是莫言首部改编为歌剧的作品，是
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创作资助项目，
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参演剧目，刚刚又获得了“山东省
第十一届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该剧演出阵容强大。由山东艺术学院的著名旅
奥歌唱家宋元明教授、上海歌剧院著名男高音歌唱
家韩蓬领衔主演，乐队则由青岛交响乐团担纲，著名
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张国勇执棒。

12月4日晚，莫言在演出现场表示，《檀香刑》小
说近40万字，改编的过程，是一次再创造。莫言告诉
本报记者：“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时用的是减
法，改成60集同名电视剧时，用的是加法，改编成同
名歌剧更要用减法了，舞台上用不了多少文字性的
东西，怎样把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拿出来，最准确地把
作品原来那种精神内核给提炼出来，是最关键的。”
为此，他和编剧、作曲家李云涛进行了反复打磨，一
遍一遍地修改，让歌剧变得越来越精粹，从每一句唱
词，到每一个字眼。“现在这部剧，脉络比较清楚，重
点比较突出，矛盾也非常强烈，小说中的精华部分提
炼出来了，用1小时50分钟，用歌剧的方式，把我在小
说里要表达的都表达出来了，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
来了。一部歌剧的呈现，是群体的劳动，不像作家的
个人化劳动，歌剧耗费了诸多人的心血，也调动了大
家集体的才华，每个人在奉献着各人的才华，各人的
才华，变成了集体性的才华。”莫言说。

歌剧《檀香刑》

亮相国家大剧院
莫言说这部歌剧是“减”成的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12月5日，CGS中国巨幕济南推介会在

济南新世纪电影城黄金99店举行。近日，全新升级中
国巨幕CGS影厅，成为济南市区首个中国巨幕影厅，
此厅可容纳近300位观众同时观看。

据悉，中国巨幕(CGS)平均每月放映6-8部影片，
内容多元，其在北京设立的影片母版制作实验室，已
获得美国电影协会MPAA以及好莱坞各大制片厂的
高度认可，是全球仅有的数个能从好莱坞片方获得
影片原始素材进行加工制作的实验室之一，制作技
术和安全标准均为国际领先。

中国巨幕制作总监勾磊先生现场介绍，中国巨
幕不仅仅是针对提升画面亮度而采用双机放映，它
包含数字电影母版的再处理，优化校正画面，还有银
幕的设计、音响布控和放映环境设计等。同时，中国
巨幕的银幕亮度高，所使用的放映机的饱和度和清
晰度也相对较好。

济南市区首块

“CGS中国巨幕”落户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郑保军 报道
本报讯 2018至2019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暨

“我要上奥运”选拔赛（第一阶段比赛）日前启动，山
东赛区各地市报名入口已经全部开启，将持续到
2019年3月中旬。参加比赛的优秀队员将有机会入选
三人篮球国家集训队，代表中国参加2020年东京奥
运会三人篮球比赛。

2018至2019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暨“我要上奥
运”选拔赛（第一阶段比赛）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比
赛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青年组、女子青
年组四个组别，其中公开组年龄要求为18岁以上，青
年组年龄要求为17岁以下，分为省级赛、分区赛、第
一阶段决赛三个阶段。

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

山东赛区开始报名

12月5日，悉尼，妮可·基德曼获2018澳洲电影与电视艺术学院奖。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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