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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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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步伟又去日本读了几
年书，1919年，回国和闺密李
贯中办起医院，这一年她31
岁，在当时估计要独身了，但

忽然，就有一位赵先生荡呀荡地过来了。
一说起赵先生，很容易脑补成《围

城》里赵辛楣的样子，不过当时的赵元
任，确是一位可以和赵辛楣媲美的青年
俊杰。他刚从美国回来，身材高大，总是
笑眯眯的，在某个饭局上，他认识了杨步
伟和李贯中，从此就经常来她们的住处。

杨步伟认为他看上了李贯中，李贯
中也这么想。这种错觉持续了很久，所以
后来谜底揭开，这对闺密不可避免地掰
了。

按照杨步伟的说法，是李贯中自作
多情会错了意，但我看她讲述的细节，赵
元任起码一开始并不拒绝李贯中，从美
国回来的年轻人，愿意多交几个异性朋
友，也无可厚非。然而他终于爱上了杨步
伟，我觉得与她的强壮有关。

杨步伟回忆，有一晚他们在房间里
聊天，杨步伟一口气说了三个小时。她太
健谈了，这也与一般女子不同，我们打小
就被教育要安静一点，张爱玲曾说，如果
是人家说她听，过后总是愉快的，如果是
她说人家听，回想起来总觉得不安。

但是赵元任没让杨步伟不安，他站
起来时，对杨步伟说：我真觉得谈得有意
思。这几个钟头比我多少时得益都得的

多。要是引句俗语，可以说“与君一席谈，
胜读十年书”。

安迪·沃霍尔曾说：“我其实不特别
喜爱‘美人’。我真正喜欢的是‘健谈者’。
对我来说，好的健谈者都很美丽。健谈者
实际上是在‘做’一件事。美人是在‘当’
一种人。跟在做事情的人在一起要有趣
多了。”赵元任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吧。

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幸福地过了一
生。不过，对于杨步伟这样的女子，好爱
情应是额外的馈赠，即使没有遇到赵元
任，她也会过得很好。强壮的人，自己就
能勃发出无尽的生命力，即便独自终老，
也不会萎谢。

她在自传里说，多数女人在乎自己
的什么样子，我也在乎。我喜欢有点首
饰，我喜欢有一大些好衣服。我拿我那些
好看的女儿跟我当年的相貌比起来，我
自己还是很得意。我请起客来总要跟张
家这上头不同，跟李家那上头不同……
可是最要紧的，我就是我，不是别人。

我觉得，她说得非常好。
潘金莲为何撩不到武松
前度见段宏宇老师的一篇奇文《徒

手打死老虎，这事儿连常识关都过不
了》，说的是武松打虎事件。

这话没错，常人别说打虎，打死一头
牛都不易。但小说家言，多有夸张语，武
松打虎固然不合常识，鲁智深倒拔垂杨
柳岂不更耸人听闻？当然我也知道段老

师不是要跟施耐庵老师较这个真，不过
是借这个话头，做些果壳网性质的常识
普及而已。

普通人是打不了虎的，武松能打虎，
说明他不是普通人。打虎是他的出场秀，
艳惊四座，见者皆惊为天人。记得高中课
本里就选了这一段，还是必背的段落。

当时背得有口无心，许多年后重读，
在英雄气概之外，倒读出些悲凉来。武松
何以能打虎，要打虎？是因为他不得不如
此。他上景阳冈看似偶然，实则缘着前路
一步步行来，必然地，要跟那只猛虎狭路
相逢——— 好的写作者不生产人物，只是
人性的搬运工。

武松原本清河县人士，酒后与人相
争，以为自己打死了人，远遁他乡。后来
听说那人没死，就打算回归故里。途经景
阳冈，在山下店家一再告诉他山上有老
虎，且等明日再过冈，武松的反应却是：

“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
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

这话，一半是玩笑，一半是真心，他
未必认为店家要谋财害命，却不信人家
对他会有这份好心。等他来到山脚下，
“见一大树，刮去了皮，上面写着两行
字：‘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但有过往
客商，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伙
成队过冈，请勿自误。’”他仍然认为
这是酒家的伎俩，要赚客人在他家留
宿。

“我读到说那儿还有人
玩山崖跳伞呢，”卡米耶补
充道，“我觉得我和这儿挺
来电的！”安娜皱了皱眉。

“为什么叫‘来电’？”
这回，大巴几乎是空的。玛丽一眼

就认出了那个灰头发的男人，坐在第三
排靠走廊的位置上，双腿伸到前面的座
椅下，眼睛盯着书看，背包又搁在旁边
的座椅上。

她突然很想从他的脚上踩过去，把
他的相机直接摔到地上，或是假装一不
小心，猛地给他一拳。她很少会有这类
想法。事实上，倒是有过一次。那是针
对若赛特·拉尼史，一个人如其名的邻
居。

悬崖边上有一个延伸出去的玻璃观
景平台。望着呈现在眼前的美景，玛丽
屏住了呼吸。她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美
丽的景色。

山坡上的梯田紧密相连，农民通过
一条专用的缆车线能下到那里。远处，
当地特色的小房子面朝着广袤无垠的大
西洋。脚下的海浪无休止地来回冲刷着
岩石。她深吸了一口含碘的空气，这可
是她在DVD上无法体验到的东西。即便
是那个灰头发的男人也被这片景色给吸
引住了，他紧紧抓住扶手，不再阴沉着
脸。

在这个离地面五百八十九米的高

处，玛丽感觉终于可以和自己的灵魂和
谐共处了。她俯瞰着一切，无论是风
景，还是她的生活以及目前的状况。

“好啦，你们在悬崖边上待够了
吗？我头又晕、眼又花！”

安娜站在离观景台二十多米远的地
方，双手捂住眼睛，只敢透过手指缝看
外面。卡米耶见她那副模样，笑着牵起
玛丽的手。

“好吧，走啦，我们回去找她。不
然的话，她就得狠狠地揍我们一顿
了。”

“正好，我也觉得有点饿了！”
木桌子的位置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离悬崖边不太近，这样就不会吓到安
娜；但视野基本不受影响，尤其是还能
看到在山崖边跳伞的人。野餐快结束
时，卡米耶看中了那个跳伞教练。他一
定长得很帅，对此她百分百确信。尽管
他被头盔、太阳镜以及连体服装给包裹
得严严实实，她还是不肯却步。

“你们想试飞一下吗？”她问。
“我想我宁愿去死。”安娜答道。
“玛丽你呢？”
“我不知道……但看起来还是挺震

撼的！”
“去吧，玛丽，大胆一点！”安娜

大声地鼓励她，“其实我也想去，不过
我吓得腿都软了，别跟我一样。”玛丽
长长地吸入一口气。

“行吧，好嘞，和老鹰一起滑翔去
咯！”

这一晚，三人回到各自的房间后，
都在记忆里回放这一天当中发生的事
情。

卡米耶想起了莱昂纳多——— 那个帅
气的教练。滑翔途中，她感觉到他的气
息一直呼在自己的颈背上。之后他休息
了一会儿，好和她一起在四周漫步参
观，还带她去看了岛上最美妙的一个观
景点。的确很棒，可是依然比不上他的
嘴唇。在回去的那一刻，他终于下定决
心吻了她。他有点笨拙，但就第一次
而言反而很完美。他应该没注意到她
也同样笨手笨脚。她多想他在拍照的
时候能摘下眼镜，可是这张照片作为
壁纸也挺适合的。安娜回想起她在丰
沙尔逛的一家纪念品小店。她差点就想
放弃那个计划，打算掉头就走，给自己
找借口说翻遍整座城市都没找到一张好
的明信片，但她最后还是没有听任自己
就此放弃。在改变主意之前，她挑了一
张十分理想的明信片：一对情侣在悬崖
边拥抱，头顶上空有滑翔伞飞过。她在
背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把它塞进一个红
色邮筒里，并且希望这个信箱不只是个
当地的传统摆设，而是真的能用来寄
信。

她想象多米尼克收到明信片时脸上
的表情，但愿不是一脸不快吧。

□ 本报记者 王磊

足协杯大幕落下，中国足球也进入了下个
赛季的准备期。尽管决定下赛季外援政策的中
国足球会议还未召开，但中超外援的转会传闻
已经传播开来。其中，重回亚冠联赛的山东鲁
能，成为转会传闻的焦点。

塔尔德利确认告别鲁能

北京时间12月6日凌晨，回到巴西的塔尔德
利，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表示，“从我加盟鲁能的
第一天开始，就很开心。遗憾的是，没能以一个
冠军说再见。当然，这个赛季的表现已经足够令
人骄傲。鲁能的每个人对我都很好，无论是工作
人员，还是队友、球迷。我在山东有很多朋友，我
要感谢这一段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鲁能。”

这一段表态，相当于塔尔德利“官宣”了自
己不会再与山东鲁能续约。效力于山东鲁能四
年，塔尔德利出场98次，打入51球，助攻23次，效
率非常高。但是在重回亚冠的关键时刻，为何山
东鲁能放弃了塔尔德利呢？

单看塔尔德利最近两个赛季的表现，由“水
塔”蜕变为“塔神”的塔尔德利，的确值得山东鲁
能续约。但是塔尔德利下个赛季将34岁，之后能
否保持如今的高效率，还很难说。山东鲁能方面
提出“1+1”的合同，完全合乎常理。塔尔德利显
然不满足于此，他的目标是3年合约+千万欧元
年薪。

再就是塔尔德利的情绪化严重。塔尔德利
踢得开心了，经常有神来之笔，对于球队帮助极
大。一旦塔尔德利心情不好，就会撂挑子不干。
本赛季后半段，塔尔德利因为续约问题闹情绪，
比赛中懒懒散散，最终迫使李霄鹏将其踢出18
人名单。对于一支依赖于外援的中超球队来说，
外援不好好踢，会严重影响球队的战斗力。

塔尔德利并不缺少下家，与山东鲁能分道
扬镳后，塔尔德利收到了来自巴甲、中超多家俱
乐部的报价。塔尔德利说：“至于我的未来，我需
要冷静思考一下。我已经和我的经纪人谈过了，
我知道来自国外和巴西的俱乐部对我感兴趣，
他知道我想要什么。”

鲁能报价巴甲MVP杜杜？

在塔尔德利宣布离开山东鲁能之前，巴西
媒体还爆料了另外一则重磅消息，山东鲁能已
经向本赛季的巴甲MVP、效力于巴甲帕尔梅拉
斯队的前场球员杜杜报价，转会费为1500万欧
元。

身高1米66的杜杜，今年26岁，踢球风格有
点酷似孔卡，突破、过人能力都是巴甲顶尖水
准，主要踢边锋和前腰位置。杜杜曾经有过海外
踢球经验，2011至2013年，年轻的杜杜曾经闯荡
基辅迪纳摩，留下了4个进球。回到巴甲，尤其是
加盟帕尔梅拉斯之后，杜杜达到职业生涯巅峰。
本赛季，杜杜出场30次，打入7球助攻13球，帮助
帕尔梅拉斯夺冠，个人斩获巴甲MVP。

其实，山东鲁能与杜杜的传闻，早在今年夏
天就已经传出。当时，前锋西塞受伤，山东鲁能
急需引进一名前场进攻球员。于是，山东鲁能通
过经纪人向帕尔梅拉斯报价，转会费从1200万
欧元提升到1500万欧元，希望引进杜杜。志在夺
冠的帕尔梅拉斯拒绝了山东鲁能的请求，转而
将租借到米内罗竞技的格德斯，租借给山东鲁
能。

不过，杜杜本人十分渴望加盟山东鲁能，并
且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山东鲁能的账号。据巴
西媒体报道，帕尔梅拉斯与杜杜约定，2018赛季
结束后，如果山东鲁能提供与今夏相似的报价，
帕尔梅拉斯就将放人。目前，杜杜与帕尔梅拉斯
的合同要到2022年12月31日到期，违约金高达
6000万欧元。

山东鲁能想要成功拿下杜杜，并不容易。据
巴西媒体报道，广州恒大、天津权健也加入了追
逐杜杜的行列。尤其是广州恒大更占优势，帕尔
梅拉斯现任主帅，正是前广州恒大主帅斯科拉
里，后者非常渴望得到广州恒大的高拉特。广州
恒大付出现金+高拉特，对于帕尔梅拉斯似乎
更有诱惑力。

对于引进杜杜的传闻，山东鲁能方面并没
有回应。此前，山东鲁能高层在谈到引进外援的
问题时曾经表示，会根据新赛季的外援政策进
行引援。

“塔神”告别鲁能，引进杜杜有戏？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片方获悉，由刘伟强执导，古天

乐、陈学冬、包贝尔、郭碧婷领衔主演，周冬雨特别主
演的武侠魔幻喜剧片《武林怪兽》将于12月21日全国
公映，讲述几个绿林好汉在劫“官”救贫的途中，与不
明生物迎面相撞的故事。

根据《博物杂志》专业人士分析，与怪兽招财相
似的三种生物，皇柽柳猴、黑白疣猴、亚马逊蜘蛛猴
都是频危动物。导演刘伟强最初设计时参考了皇狨
猴（皇柽柳猴），他希望通过这部戏传递给观众爱护
动物的观念。

《武林怪兽》12月21日上映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12月5日，湖人队球员勒布朗·詹姆斯

(中)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当日，在2018-2019赛季NBA常规赛中，洛杉

矶湖人队主场以121比113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据新华社芝加哥12月5日电 由于受前美国体
操队队医纳萨尔性侵案影响，总部在印第安纳州的
美国体操协会陷入一系列巨额诉讼，于5日向当地法
院申请了破产保护。

美国体操协会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申
请破产保护将有助于解决纳萨尔性侵案引发的诉
讼，同时表示这一举动并不影响协会的正常运营。

美国体操协会主席凯瑟琳·卡森说，尽管协会没
有足够的资产来完全支付纳萨尔性侵案系列诉讼的
赔偿金额，还是希望尽快解决对纳萨尔性侵案受害
者的赔付。法律文件显示，这些诉讼赔偿金额在5000
万至1亿美元之间。

前美国体操队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队医纳
萨尔的性侵案，是美国体育史上最严重的丑闻之一，
包括数位奥运体操冠军在内的数百位女性指控遭到
纳萨尔性侵害。

美国体操协会申请破产

据新华社伦敦12月5日电 在英超联赛第15轮
比赛中，曼城4日2:1客场战胜沃特福德，利物浦5日3:1
客场击败伯恩利，以41分和39分强势占据积分排名
前两位。切尔西则客场1:2负于狼队下滑至第四位，
曼联在以2:2战平阿森纳后，持续不胜已滑至第八。

作为本轮的焦点之战，曼联与阿森纳的激战引
人瞩目。曼联主帅穆里尼奥“出于技战术安排”的原
因，让大将博格巴和卢卡库双双坐板凳。曼联最终连
续4轮不胜，积23分排名第八，阿森纳则积31分追平
切尔西排名第五。托特纳姆热刺3:1胜南安普敦之
后，积分达33分，反超切尔西占据第三。

本轮比赛富勒姆1:1战平莱斯特城，纽卡斯尔联
与埃弗顿同样1:1言和，西汉姆联3:1胜加的夫城，伯
恩茅斯2:1击败哈德斯菲尔德，布莱顿3:1战胜水晶
宫。

曼城利物浦双胜领跑

曼联切尔西排名下滑

□ 本报记者 王建

12月6日晚，CBA联赛重燃战火，山东男篮
主场104：107不敌北京翱龙。这个结果很意外，
北京翱龙之前只在客场赢过一场球，排名倒数，
位居前8的山东男篮居然在主场输给了对手。这
场球输得不应该，第四节还剩8分钟的时候，山

东队还领先14分，对手竟然上演了大逆转。

间歇期“歇”大了

赛季开始前，山东男篮经历了剧烈变化，等
教练和球员全部到位的时候，距离揭幕战已经
不远了。那时候，全队最渴望的就是时间，大家
都在与时间赛跑，争取能磨合得更好一点。无
奈，时间不等人，尚未完全准备好的山东男篮踏
上了新赛季的征程。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男篮第
一阶段9胜6负排名第8，是非常不容易的。

正因为如此，刚刚过去的间歇期是非常宝
贵的，山东男篮可以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完成
赛季开始前没有完成的工作，解决尚未解决的
问题，以更加强大的战斗力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然而，与北京翱龙的比赛打响后，明显感觉
到山东男篮特别是国内球员没有进入比赛状
态，手感如同球馆外的气温一样冰冷。首节比
赛，山东队21投仅6中，3分球7投1中，罚球命中

率只有50%。部分球员出现了多次简单上篮不
进的情况，只有老将张庆鹏能为两名外援分担
一些压力。

反观北京翱龙，他们得分能力极强的小外
援杰克逊前三节都没有找到手感，刚刚到队的
大外援罗宾逊进攻能力有限，并且尚未融入球
队，但他们的国内球员打得好，首节取得了11分
的领先优势。第四节，杰克逊爆发，单节命中4记
3分砍下16分，再加上国内球员把握住了空位机
会，最终实现了大逆转。

阵容短板暴露

“这球不该输，责任在我。”赛后，山东男篮
主教练吴庆龙主动承担了输球的责任，“我们开
局点找得不好，第四节没有很好地破解对方的
联防，单节输了12分，我们回去好好总结，把接
下来的比赛打好。”

这场比赛，山东队第一节没有打好，二、三

节靠双外援取得领先，第四节又发挥很差。总结
其中的规律可以发现，山东男篮双外援同时在
场时的表现比单外援时好，这种情况已经不是
第一次出现。

“我们在单外援的时候效率比较低，这个问
题我知道。”赛后，吴庆龙说。他认为造成这种情
况的原因是球队阵容上的短板，“我们的锋线进
攻能力比较弱，主要是张庆鹏、吴楠和张春军三
个人轮转，张春军是个防守球员，防守球员上去
进攻不行，进攻球员防守不行，很难办。”

吴庆龙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年轻球员站
出来，可现在山东男篮的年轻队员还难以承担
重任。本场比赛，李泓瀚出场十多分钟，结果4投
0中。

山东男篮与北京翱龙同组，常规赛一共要
交手四次，这四场球对最后的排名至关重要。山
东男篮已经输掉首战，接下来的三次交锋要避
免再有闪失。

山东男篮主场104：107不敌北京翱龙

很意外，不应该


当地时间12月4日，埃莱娜·坎普里斯出席影片《苏格兰玛丽女王》纽约首映式。□新华社发

莫泰·尤纳斯上篮 □李勇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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