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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和张扬齐鲁“书”文化——— 为了热爱奋不顾身———

奎虚阁
□ 王延辉

蜜蜂与远雷
□ （日）恩田陆 著 安素 译

29 24
“决赛还是穿红色这件

吧？”
奏在一脸认真地思考，

亚夜苦笑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入决赛呢。”
亚夜只是半开玩笑地随口说说，奏

却一脸严肃地回头对她说：“亚夜，你怎
么还在说这种话？这个世界上，有些孩子，
很想参加比赛，却在资料筛选或者试听中
就被刷了下来。这么想的话，就不会轻易
放弃了。别管我爸爸。”

“对不起。”亚夜不再作声，犹豫不决
地看着地上摆着的色彩鲜艳的礼服。

芳江国际钢琴大赛明天就正式举
行，白天演奏顺序的抽选结束后，亚夜当
晚返回了东京。

现在她在大学附近的浜崎校长家里。
当然，今天他不在家。现在在宽敞的房间
里摊满了礼服的是浜崎的次女浜崎奏。

穿着礼服站在舞台上是女孩子的梦
想。有很多女孩，就是为了在表演时穿着礼
服才开始学习钢琴的吧。但是，成为演奏者
之后，礼服却变成了一件麻烦的东西。体积
太大，又费钱。而且，也穿不了几次。

在比赛场上，通常，女孩子每次出场
都要换不同的礼服。这次的芳江国际钢
琴大赛，有第一次预选、第二次预选、第
三次预选、决赛四道关卡，一直走到决赛
需要四套衣服。都穿同一件也不是不行，
但实际上，每次演奏后，都会汗流浃背，

就算是加急干洗也来不及，而且还会多
花很多钱。

也可以租借礼服，但穿着租来的礼
服会对演奏有微妙的影响，女孩子还是
更习惯穿自己的衣服。

在人前演奏，对亚夜来说已经是很
久以前的事了。她根本没有礼服。十三岁
以前，她的舞台装都是母亲缝制的。她自
己粗枝大叶，喜欢做中性打扮，本来准备
穿着长裤套装去演奏。

毕竟，她最后一次参加比赛时还是
小学生，参加成人比赛还是第一次，完全
缺乏知识。

直到马上要开始比赛，奏无意中问
她：“准备穿什么衣服？”她回答说：“就穿
平时穿的长裤套装。”奏闻之愕然，然后
强烈反对：怎么能这样！她说，长裤套装
太奇怪了，考虑到演奏效果，女孩子还是
得穿礼服，才看上去体面。

浜崎家的两个女儿，长女晴歌学习
声乐，现在在意大利留学，次女奏拉小提
琴，和她上同一所大学，比她高两个年级
(两人的人生道路就如她们的名字所揭
示，看来名字真的很重要)。

大概是浜崎嘱咐的，奏从亚夜入学
开始就一直很照顾她。一开始是有一种
义务感吧，不过认真可靠的奏和随遇而
安的亚夜竟意外地合拍，现在两个人就
像亲姐妹一样。

浜崎姐妹有很多衣服，而且和亚夜

个头差不多，于是，在紧急关头，只好跟
她们借衣服。

亚夜喜欢简约的设计和单调的色
彩，总是选择暗色系，但钢琴本身就是黑
色的，决赛时要和管弦乐团一起演出，管
弦乐团的人也都穿着黑色，会淹没其中。
在比赛的舞台上，给观众留下印象非常
重要，奏的意见是，要尽量选能让观众眼
前一亮的亮色系。

不光是钢琴家，女性演奏者为了避
免肩膀受到牵制，往往选择无袖礼服。无
肩带的款式也很流行，不过亚夜有点接
受不了。有细肩带的款式，她是溜肩，总
是担心肩带会滑落下来。试来试去，最后
选了无肩带的连衣裙。太过在意礼服，不
能集中精力演奏，就本末倒置了。担心踩
到裙角啦，担心演奏太用力裙子裂开啦，
担心肩带滑落，如果选了便宜的化纤面
料，演出时会汗如雨下，还有裙子越来越
往上滑，影响心情，注意力不能集中，等
等。礼服虽然漂亮，但演奏时关于礼服的
各种烦恼，之前都听前辈们说过。

曾经有一位吉他手朋友给奏展示
特别定制的衬衫。一般的衬衫都是前胸
一片，后背一片，再加上袖子，但为
了吉他手肩膀和手腕活动自如，定做
的衬衫就像两片风筝叠起来一样，前
胸和左右袖子连在一起，后背也和左
右袖子连在一起，两片合起来就成了
一件衬衫。

回程路上，云若突然对
母亲说：“妈妈，你先回吧，我
和欧阳哥随便走走。”说完，
拉起欧阳童就下了车。

在公交车的尾尘里，云若凝目望着
欧阳童：“欧阳哥，我们好像从来没一起
看过电影，是吧？”欧阳童明白了她的意
思，就也望着她，说：“是我不好，从来没
邀请过你。今天补上可以吗？”“不，今天
我请你。”说着，随手掏出两张电影票，上
前挽住了欧阳童的胳膊。

欧阳童禁不住心里一热，意识到云
若今天是决意要尽一次恋人之职了，就
拍拍她的脑瓜，什么话也不再说。

欧阳童与云若坐下不久，影片就开
映了。灯光刚刚关闭的那一刻，欧阳童又
蓦然忆起几年前那些被情欲折磨得几
近发疯的日子。正是云若的出现，才真
正使自己脱离了地狱般的阴暗生活，品
尝到了追逐爱情的甘霖。可如今，这个
天使一般的女孩就要走了，要到地球的
那一端去了。很小的时候，听母亲讲过一
个故事，说有人挖井，因为老挖不出水，
就老挖老挖。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听到
有说话的声音，再挖，竟透出一个窟窿。
他探头窥看，见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人，
全都脑袋朝下，来来往往。他害怕了，再
没敢继续挖。母亲说，他见到的是地球那
边的人……天哪，如果这是真的，如果去
美国这么容易……美国——— 以往对欧阳

童来说，遥远而又无关，但明天之后，云
若就要踏上它的土地了。这一去，便是天
各一方，再难相聚了。欧阳童禁不住苦笑
了。

就在这时，他感到云若轻轻靠在了
自己身上，脑袋就在脸颊一侧，熟悉的发
香又一次袭入腑脏。他内心一震，缓缓转
过脸。

云若的脸庞也迎了上来，呼吸急促，
气息灼人。

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时刻就这样降
临了？欧阳童整个人变得恍惚起来，有一
种灵魂出窍的抽离感——— 但他很快就拽
回了自己。他实在是太爱这个女孩了，爱
得满心都是神圣和痛楚，他终于体会到
了当年雷可恕始终只吻黄小鹂额头的心
境。我们两个都是傻蛋。可我们两个都是
真正的男人。原来真正的男人真正的痴
恋是可以这样的。欧阳童一边暗暗称许
自己，一边心痛欲裂回肠百转，最终缓缓
撤回了身子。

云若显然一僵，稍顷，也慢慢缩回身
去。

与此同时，两人的手却迅速接近，靠
拢，紧紧握在一起。

多么柔若无骨的小手啊……她的瑟
瑟的抖颤，她的侵人的凉意……欧阳童
闭上了眼睛。后来，他把另一只手也覆上
去，把她整个儿手含入了手中。

渐渐地，他感到她终于温暖湿润起

来，仿若一只悲泣的小鸟伏在自己的掌
心。

云若真的走了。
如同梦境一般，那么刻骨铭心的一

段时光，转眼之间恍如隔世，再也无法接
续了。欧阳童时常沉在深深的遐想里，一
面盼望云若来信，一面痛感生命中最重
要的一块儿，确已丢失。

云若却很久没有来信，欧阳童始存
期冀，渐至疑惑，终归失望，但始终没有
怪罪她的想法。身在异国，有多少事情是
我们无法想象的，何况她毕竟还是个不
足二十岁的小姑娘。唯一让人可以不必
牵挂的，是她到底还有自己的母亲陪伴。

这样大约过了半年多时间，欧阳童
终于接到了云若的来信。

欧阳哥：
你好！
欧阳哥……很久没有这样称呼你

了，而此刻，我心里满满的都是这三个
字。离开你半年了，几次提笔写信，都未
能寄出去，现在眼前的底稿已经足足四
份了。请相信这都是真的。可我总想有时
间能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告诉你我来
美国后的感受和想法，真的是想多写点
多写点，反倒延迟至今，真是难为情。

来美后，我一直处于紧张的生活节
奏中。第四天就开始上课，同时也开始
打工。我不想让姑姑家的人以为我和妈
妈是来吃白食的。

□ 王鹏 魏婧宇 白瀛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疯狂的外
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熊出
没·原始时代》《神探蒲松龄》《小猪佩奇过
大年》7部影片成为主力军。国家电影局初步
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
房达58 . 4亿元，观影人次达1 . 3亿。其中，2月5
日，正月初一的单日票房达14 . 43亿元，刷新
了去年正月初一12 . 68亿元的单日票房纪录。

好口碑带来高票房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数据，《流浪地
球》以20 . 1亿元的票房成为今年春节档的票房
冠军，《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和《新
喜剧之王》分别以14 . 49亿元、10 . 43亿元和5 . 32
亿元列票房榜二到四位。

事实上，在正月初一，《流浪地球》的单
日票房仅列第4位，排在《疯狂的外星人》
《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之后。但正月初
三开始，《流浪地球》成为当日票房冠军，并
在此后一直领跑。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
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也显示，《流浪地球》以
85 . 6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这再次证明了影片
最终要靠口碑取胜。

《熊出没·原始时代》《神探蒲松龄》
《小猪佩奇过大年》分别以4 . 21亿元、1 . 29亿
元和1 . 12亿元列春节档票房榜的五到七位。其
中，《熊出没·原始时代》的影片满意度高出
系列前作《熊出没·变形记》《熊出没之奇幻
空间》，其票房也有望打破该系列影片最高票
房纪录（6 . 1亿元）。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影观众满意
度调查结果，2019年春节档观众满意度得分
83 . 9分，获“满意”评价，这是自2015年开展
调查以来春节档中的最高分，同时也是全部27
个调查档期的第二名。以《流浪地球》的成功
逆袭为代表，2019年春节档既充分验证了“质
量为王”这一市场铁律，也为业界追求高质量
带来了信心。

科幻电影异军突起
2019年春节档的最大惊喜，是中国电影收

获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片。改编自刘慈
欣同名小说的电影《流浪地球》异军突起，在

大年初三逆袭成为单日票房冠军后，不仅在票
房上持续领先，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流浪地球》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太阳
系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启动“流浪地
球”计划，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寻找新家园
的故事。

影视专家表示，《流浪地球》作为一部硬
科幻电影，打造了中国式科幻片的基本样貌，
不论是危机事件、科学架构还是特效制作，都
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准。

除了完成度较高的影片制作，《流浪地
球》的主题立意也是吸引观众的一大要素。影
评人李星文说，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拯救地球的
故事，观众的自豪感被激发出来，对影片感觉
很亲切，保证了影片不仅在大城市受欢迎，也
能很好地下沉到四五线城市的观影群体中。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起飞”的作品，《流
浪地球》仍有不成熟的地方。“影片在人文表
达方面有所欠缺，角色行为有时冲动大于理
性。”李星文说，但是要肯定《流浪地球》的
突破与创新，它标志着科幻片的类型在中国电
影界第一次成型，培养了观众的审美，期待日
后的科幻片能够在科幻表达和人文表达方面双
线并进。

喜剧动画格局依旧

喜剧片和动画片历来是春节档的常客，今
年春节档仍然延续了喜剧加动画的格局。动画
片《小猪佩奇过大年》《熊出没·原始时代》
和喜剧片《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
喜剧之王》，覆盖了各年龄段的观影群体，达
到了过年“合家欢”的效果。

《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作为春节档的
“老面孔”，已经连续6年陪着观众过大年。
《熊出没·原始时代》延续前作冒险、搞笑、
温馨的特点，活泼有趣的故事和深入浅出的内
涵阐释，打造出适合全家观看的影片。《小猪
佩奇过大年》以真人与动画结合的方式，给观
众呈现过年的热闹，但是故事简单，真人表演
与动画两部分衔接生硬，观众反响平淡。

春节档的喜剧电影会聚了多位擅长喜剧制
作的导演或演员，上映前备受关注。但是上映
后的票房全都高开低走，没有出现以往喜剧电
影在春节档一骑绝尘的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2019春节档电影盘点

票房口碑双丰收 科幻电影迎来大突破

□ 本报记者 王建

2月11日，为备战2019年男篮世界杯预选赛
第六窗口期的比赛，中国篮协公布新一期国家
男篮集训名单。这份名单最大的焦点是周琦的
入选。一个月前，在青岛举行的CBA全明星周末
媒体沙龙上，中国篮协主席、CBA公司董事长姚
明关闭了周琦本赛季回归CBA的大门，但并没
有眼睁睁看着周琦无球可打。周琦入选集训名
单，解决了他个人近期打球的问题，可以帮助他
保持状态，为中国男篮征战世界杯出力。这是姚
明和中国篮协在目前制度下想出的两全其美的
办法。

作为东道主，中国男篮直接晋级世界杯决
赛阶段的比赛，预选赛并没有成绩压力。在这种
背景下，中国篮协表示：“本次集训除了备战比

赛，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考察更多的年轻球员，进
一步扩大国家队选材空间，因此集训名单以中
青年球员为主。”按照这种指导思想，易建联、郭
艾伦等核心球员均没有入选。论能力，周琦和易
建联、郭艾伦属于同一级别，他却出现在名单之
中。这样的反差是因为易建联和郭艾伦需要面
对CBA常规赛最后阶段的激烈竞争，而周琦却
无球可打。

去年12月18日，火箭队宣布裁掉周琦。周琦
本人及团队都表示会继续坚持梦想，但外界普
遍对他的NBA前景持悲观态度。元旦期间，周
琦回国与辽宁队会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周琦
还说出了自己回归选择球队的标准。这一切给
人以很多遐想，被认为是周琦回归CBA的征兆。

然而，周琦回归CBA的想法和猜测不久后
就遭到沉重打击。在1月12日举行的CBA全明星

周末媒体沙龙上，姚明在谈到周琦的情况时表
示，周琦没有预注册，按照这个规定他这个赛季
无法回到CBA打球。姚明的这一表态彻底关闭
了周琦本赛季回归CBA的大门。

迟迟未能在NBA找到工作，周琦最终还是
选择了回归。2月7日，媒体报道称周琦已经与辽
宁男篮签约，不过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周琦为
了保持状态，已经在辽宁省体育局的训练基地
进行训练。卫冕冠军加上一名超级内线，很多人
都认为这将终结CBA的冠军悬念。但由于姚明
有言在先，周琦不能立即回归，至少本赛季CBA
的悬念仍在。

周琦回归一波三折，无球可打的状况一直
没有改变。周琦没球打并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在
没有意外的情况下，周琦肯定会是中国男篮征
战男篮世界杯和东京奥运会的重要一员。如此

重要的一名球员无球可打，状态无法保证，会影
响中国男篮的实力，进而会影响中国男篮在这
两项大赛中的成绩。“国家队需要有人比赛，球
员有比赛状态才能为明年世界杯作贡献，这是
一个现实的冲突。”姚明在媒体沙龙上表示，周
琦的情况是个矛盾。

现在来看，姚明当时只是对周琦无球可打
作了部分回答，加上周琦入选国家队才是对这
个问题的完整回答。拒绝周琦本赛季回归CBA
维护了规则的权威，让周琦入选国家队可以使
他有球可打，以良好的状态为国家队效力。可以
说，这是在目前制度下两全其美的选择。

不过，世预赛第六窗口期只有两场比赛，周
琦入选男篮集训名单只是暂时在短期内解决了
他无球可打的问题。距离男篮世界杯还有半年，
周琦怎样保持好状态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国家男篮最新一期集训名单公布

周琦入选 两全其美

当地时间2月10日，凭借《宠儿》获得最佳女配角奖的演员蕾切尔·魏斯举起奖杯。
第72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简称英国电影学院奖)10日晚在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

揭晓，英国剧情片《宠儿》独揽7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洛杉矶2月10日电 本周末多部新片
抢滩北美影院，但票房收入皆不尽如人意。华纳兄
弟影片公司发行的动画片《乐高大电影2》入账
3500万美元，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由迈克·米歇尔执导，克里斯·普拉特、伊丽莎
白·班克斯等配音的《乐高大电影2》是2014年《乐
高大电影》的续集。尽管口碑不错，但是该片首周
末票房表现明显低于前作，也低于好莱坞业界的预
估。影片讲述了乐高小人们为了保护城市免遭邪恶
暴君的入侵和控制而奋起反抗的故事。

派拉蒙影业发行的奇幻喜剧片《倾听男人心》
3天入账1900万美元，排名票房榜第二位。该片翻
拍自喜剧片《男人百分百》，但票房也逊色于前
作。塔拉吉·P·亨森在亚当·尚克曼执导的《倾听
男人心》中扮演一名女性体育经纪人，她在喝了巫
婆提供的神秘茶水后，突然拥有了听懂男人内心想
法的能力。

狮门影业发行的动作片《穷追不舍》本周上映
后3天入账1080万美元，排名第三。利亚姆·尼森主
演的该片讲述一位美国扫雪机运营者在儿子遇害
后，针对当地贩毒集团进行复仇的故事。

由STX娱乐公司和兰特恩娱乐公司联合发行的
喜剧片《触不可及》入账722万美元，排名第四。
环球影业发行的超级英雄片《玻璃先生》入账642
万美元，排名第五。

《乐高大电影2》

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启航理想·2019国际
象棋世界棋后巅峰赛11日在北京中国棋院开赛，现
世界棋后、中国棋手居文君执白力克俄罗斯名将拉
戈诺，新春首战取得开门红。

本次比赛双方为现女子慢棋、快棋世界冠军居
文君及现女子超快棋世界冠军拉戈诺，居文君在
2018年的对抗赛与世锦赛两种赛制下两夺慢棋世界
冠军，其中世锦赛决赛的对手即是拉戈诺，后者还
曾一度率先取得赛点。

按照赛程，二人于11日及12日分别进行一盘快
棋对决。首盘棋居文君执白先行，春节期间积极备
战的她采用了自己不常用的王兵体系，也让拉戈诺
一度陷入思考。之后居文君通过弃兵取得了比赛的
主动权，时间压力下拉戈诺试图通过弃子在王翼做
文章，但居文君防线稳固未让对手觅得机会，最终
经过39回合居文君完胜。

按照赛程，12日下午将举行双方的第二盘比
赛，中国国象国家队总教练叶江川和深圳棋院院长
刘适兰将搭档讲解。比赛最终的胜者将获得15000
美元（1美元约合6 . 74元人民币）奖金，负方将获
得8000美元奖金。

2019国象棋后巅峰赛

居文君取得开门红

2月10日，在2018-2019赛季NBA常规赛中，金
州勇士队主场以120比118战胜迈阿密热火队。图为
勇士队球员汤普森(右)争抢篮板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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