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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台
□ 唐达天

寻找与反寻找之间的明争暗斗———

浮 沉
□ 崔曼莉

职场版《乱世佳人》———

张子辉想，机会来了，
这一次一定要一举攻破。于
是厉声说：“我最后给你一次
机会，你不说，我就说。”

冯爱华一下子支持不住了，连声说：
“我说我说，罗雄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
我杀的，我是被黄心潮逼着干的。”

张子辉说：“说详细点，他是怎样让
你干的？”

冯爱华说：“23 日早上，我在办公室
里看报，大概 10 点钟的时候，黄心潮把
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说，下午宋杰要来
询问罗雄的情况，等宋杰到来后，你让
罗雄吃点药，免得毒瘾发作。吃完药
后，你把他带到询问室。然后，他给了
我一个小纸包说，把它放到水杯中。我
说是什么东西？他说也是药。记住，不
要在水杯上留下你的指纹，也不要让别
人发现了。你带罗雄来的时候不要带水
杯，等把罗雄带回来后，你再取回水
杯，把它扔到垃圾桶中。等那边出事
后，你要赶到询问室来，我让你去打电
话，电话打完，你赶快在罗雄用过的纸
杯中下毒。当时我一听就有点害怕，就
说，这……这不是让我去犯罪吗？他
说，你别怕，这是上面的意思，绝对不
会让你出问题的。你要按我说的做成
了，就算咱俩扯平了，你的那点事儿我
就彻底把它忘掉。我一听他说要同我扯
平，就点了点头，但是，心里还是紧张

得要命。他又说，没事的，这是上头的意
思，你别怕，会有人给你撑腰的。记住，别
人问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

张子辉说：“你是什么事儿？”冯爱华
说：“我……我……”张子辉说：“痛快点，
究竟是什么事儿？”

冯爱华说：“我就如实说吧，反正我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什么顾
忌的了。就在这个月的月初，我负责进了
一批解毒药，从中得了一笔回扣，一共是
5400 多元。结果那批药质量不过关，被黄
心潮知道了我拿回扣的事，他说要上报
到局里让局里处理我。于是他就让我干
了那件事。”

宋杰这边真的出事了。
没想到保险柜的防盗锁那么难打

开。保险柜共上了两道密码，第一道密码
还算好打，田七用了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
就打开了，第二道密码用了 30 分钟还没
有破解，田七急得满头是汗，宋杰悄声安
慰说，别急。就在这时，宋杰的手机振动了
几下，宋杰一看是杜晓飞的号码，知道情
况有变，就接听了起来。杜晓飞悄声说，马
上撤，他们好像发现了情况，有五六个人
从正门进去了，可能是去堵截你们。宋杰
说，知道了，你注意从后窗接应田七。然后
对田七说，田七，撤！田七哼了一声，还在
继续开。宋杰已经听到了楼道中的脚步
声，又悄声说，来人了，我掩护你，你赶快
从窗户口逃走，由杜晓飞接应你。

刚才上来时，宋杰已经观察好了退
路，窗户外边正好有一个三层高的小楼，
从窗口跳到三层楼上，顺着旁边的树干
就会顺利地溜下去。宋杰引开了那几个
打手。

就在宋杰与他们几个打手交锋的时
候，田七破解了防盗柜的最后一道密码，
将柜子打开了。接着，他又打开一个小抽
屉，眼前一下亮了，这里面果然有宋杰要
找的东西，有两盘小小的磁带，他迅速地
将这些东西揣入兜中，一纵身从窗口跳
到旁边的小三楼上，然后，又从三楼攀着
树干滑了下去。杜晓飞早就等候在那里，
看到田七下来后，悄声说，田七，别紧张，
赶快跟我来。杜晓飞牵着田七的手奔跑
了起来，两人穿过后院，进入了一个小
巷……

就在他们快要进入前面的一片树林
时，后面突然来了一辆小车，直射而来的
灯光将他们两人笼罩了起来。眼看汽车
向他们撞来，杜晓飞急忙拉了一把田七
说，快躲开。就在他们躲开汽车的一刹
那，田七看到了小车中有一个枪口正对
准他们，他大喊一声“不好”，一把推开杜
晓飞，就在这时，只听“乒”的一声枪响，
田七叫了一声，踉跄数步，一下栽倒在地
上，杜晓飞迅速抽出枪，一转身，
“乒”的一枪向小车中的持枪者打去，
小车“吱”的一声打了几个转转，大概
持枪者受伤了。

晶通外包的项目，成为
IT 业界一个不小的新闻。赛
思中国与 SK 因为七亿大单
的事打得你死我活，现在经

新闻这么一宣传，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七亿大单，SK 肯定没有戏了。它的所
有权，已经被赛思中国牢牢地抓在手上。

这天，乔莉正在公司上班，突然收到
了一封何乘风 CC 给所有人的邮件，在
邮件中，他向赛思中国所有员工正式宣
布，VP 欧阳贵将离开销售部门，前往石
家庄，代表赛思公司督促与晶通电子成
立外包公司，并在公司正式挂牌后，出任
晶通外包公司的外方总经理。

她忽然想起，施蒂夫曾经提醒过她，
一旦晶通外包有了眉目，欧阳贵等人就
会离开公司。这会是第一步吗？可她转念
一想，欧阳贵去负责外包很正常，公司论
职位、论管理经验，尤其是做事情的那股
劲儿，不派他去，谁能做成呢？反正上面
还有层层审批，只要不把自己卖了就成。
现在已经是十月了，如果不出意外，怎么
着再过两三个月，晶通电子七亿大单的
项目，就要签字画押了。

十二点，美国西海岸的九点。电话响
了，何乘风略等了两声，拿了起来。

总部要派给赛思中国一个新加坡人
作为分管销售的 VP ，詹姆斯无能为力
改变这一状况。

既已如此，何乘风让詹姆斯想办法

拖他半个月，在他到之前签下七亿的单
子。

何乘风挂上了电话给欧阳贵打了一
个电话，约定明晚叫上陆帆和云海一起
吃饭商量商量。

第二天晚上，何乘风、欧阳贵、陆帆、
云海在会所的包间里碰了头。何乘风把
事情陈述清楚，陆帆和云海面面相觑，这
不是凭空多出来的麻烦吗？
“老何，”欧阳贵说，“外包公司挂牌

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盯着，争取特事特办，
一个月之内把牌挂上。弗兰克，你们要把
合同准备好，全部通过法务，只要这边牌
一挂，那边就签合同。”
“那我和云海等到七亿完成之后，再

离开公司？”陆帆问。
“不，”何乘风说，“你们要全部撤出去。

这样会损失不少奖金，但是也确保了你们
的安全。尤其你们以后，一个是晶通外包的
中方经理，一个负责供应原材料和技术服
务，最好不要和七亿大单扯上关系。”

云海和陆帆又对视了一眼，两个人
的头脑里都浮现出那句：只违规不违法！
如果真的可以保证，何必要他们全盘撤
出？已经走了一个欧阳贵，他们全撤，那
么剩下的，只有一个乔莉。这时，何乘风
接着说：“詹姆斯提醒我，以空对空。我觉
得非常好。你们有计划地撤出去，杰克先
走，接着是弗兰克，”他的脸上浮现出灿
烂的微笑，“等我们的新加坡 VP 到的时

候，我们的销售部，是一个没有北方区总
监的销售部。”
“我理解您的想法，”陆帆不放心地

说，“可空出来的职位，还是很关键的。”
“我想过了，一来给他两个好的空缺

职位，他会少找我们的麻烦，”何乘风说，
“二来北京区的销售，都是我们的人，不
用怕他。至于云海，你的职位是负责和各
部门的协调，一直干得不错，我看恐怕很
难找到合适的人代替杰克。”
“他是个新加坡人，”何乘风又说，

“根本不了解中国市场，等到了之后再想
办法招人，至少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个
时间正好是个真空，我把下面的人都清
理一遍。”
“清理一遍？”陆帆看着他。
“欧总介绍了一个人，我已经谈过

了，感觉不错，你正式走个流程，”何乘风
对陆帆说，“让他进销售部当销售经理。
另外，施蒂夫也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叫
孙诺，家族在香港很有背景，也让他当销
售经理。”
“弗兰克，”何乘风接着说，“这次每

个有机会升职加薪的人，你都安排他们
和我谈一次，每个人十分钟。”
“好的。”陆帆知道，这是何乘风要在

新 VP 来之前巩固人心，同时对下面的
销售有一个整体把握，当下没有异议，立
即答应了。何乘风看着他们，“你们还有
什么问题？”

《双面胶》、《王贵与安娜》、
《蜗居》……海清成名后的每一
部作品都能引发一阵社会问题
的讨论，尤其是《蜗居》的播出，
让海清成为 2009 年荧屏上当之
无愧的女一号。2010 年伊始，海
清便以《媳妇的美好时代》领跑
一众电视女星，《鲜花朵朵》近日
在上海、江苏、辽宁开播后收视
率一路飘红。

拼演技不拼脸蛋

即便是最苛刻的观众也不
得不承认海清是演技实力派，海
清自己笑言，长得不够漂亮的演
员都是演技派。实际上，海清的
确为“不够漂亮”苦恼过。从
2002 年的《玉观音》之后，直到
靠班主任黄磊推荐出演《双面
胶》之前，当中四年的时间，海清
的演艺之路走得非常艰难，她甚
至想过要转行。
“有很多机会是因为我不漂

亮失去的，说实话，美貌对女演
员来说非常重要。”海清坦言，有
很多时候，她去剧组见导演之
前，都会先打听一下对方要什么
样的演员，不用太漂亮的角色，
她才去试镜；如果人家明摆着就
找漂亮的大美人，海清甚至都不
愿意去试一下。

最初接拍《蜗居》时，海清想
演的是“海藻”，但导演嫌她不够
年轻漂亮。“有时候我就问导演，
我年纪也不算大吧？为什么总让
我演孩儿他妈？”海清现在喜欢
自己的长相了，“因为它可塑性
特别强，把我化一化就成这样
了，再化一化就成那样了，我希
望这张脸是为我的角色服务，而
不是为我海清服务的。”不够漂
亮的海清如今却成为网友票选
的“性价比最高”的电视女星。

“媳妇专业户”转型打女

在 2009 年某颁奖典礼上，
海清获得“年度突破女演员”奖
项，这个奖项有些名不副实，就
连海清自己都没有想到能够拿
奖。在成为“媳妇专业户”之前，
海清曾出演过《玉观音》中泼辣

火爆的女老板钟宁，也曾经在
《落地，请开手机》中演过狠辣精
明的女混混，但都湮没在她各种
“媳妇”角色的光彩下。

海清是一名渴求多变的演
员。在与张嘉译联袂主演的《鲜
花朵朵》中，她出演了一对性格
迥异的双胞胎姐妹——— 坚强独
立的三朵和纯洁善良的四朵，与
前几部家庭伦理剧相比，海清在
《鲜花朵朵》中的人物经历更复
杂，感情也充满了多变。

谍战剧《追捕》才算是海清
真正的转型之作。她出演没有受
过特工训练的女主角兰心茹，从
军统特工的桌上盗取了一尊藏
有地下党名单的佛像之后，从此
走上了藏匿之路……此次在《追
捕》中，海清不但要变换多种造
型，还有很多动作戏。

“房奴代言人”买了二手房

《蜗居》成为海清的代表作，
被广大网友戏称为“房奴代言
人”的她生活中是一名实实在在
的“房奴”。“我毕业时就有朋友
讨论买房的事情，但是我当时认
真考虑了之后，觉得租房也同样
可以过下去。”在很长时间里，海
清过着租房打车的简单生活。

父母退休后决定到北京和
海清一起住，一直租房生活的海
清决定买一套房子，“当我去看
房子时才发现，自己手头的钱根
本买不起一手房，只能看三环以
外的二手房。”海清最终用这些
年来的所有积蓄在北京三环外
贷款买了一处二手房，据说她接
拍了电视剧《追捕》之后才有钱
装修。

片约越来越多，片酬也水涨
船高，但海清坚持每年最多只拍
三部戏，即便是现在急需用钱的
“房奴”，海清仍然坚持自己的原
则，接演《追捕》时她甚至自降片
酬，只因“剧本很精彩”。海清没
有签约经纪公司，也没有自己的
经纪人，“我必须掌控自己的生
活，不能为了工作而放弃与家人
在一起的乐趣，为钱委屈自己不
值得。”

■直击热点 由海清、张嘉译主演的生活情感大戏《鲜花朵朵》在山东电视台影视频道开

播后反响不俗。近日，海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海清：曾为不够漂亮苦恼过
□ 本报记者 孙晓娜

虎年春节晚会，对于登上这个舞台已有
2 0 个年头的赵本山来说，是极为特殊
的——— 大病初愈的身体、与 4 位弟子合作演
小品、再加上春晚之后来自四面八方的争议
声浪，都让这位年过半百的笑星心力交瘁。
元宵节晚会，本山亮相领取了“我最喜爱的
春晚节目”小品类的一等奖。稳坐 12 年“小
品王”宝座的赵本山，站在舞台上没有发表
什么获奖感言，他不是没有心里话要说，但
却选择了沉默，只因不想再掀起不必要的风
浪。3 月 2 日，本山终于向笔者打开了话匣。

感激观众善意的提醒
2010 年赵本山的春晚小品《捐助》所受

到的批评与争议，是历年来赵本山从没有经
历过的。对于观众的点评，本山从不轻视，相
反好的坏的他都一概接纳：“因为老百姓喜
欢你所以才关注你，关注你才愿意给你挑毛
病，所以我打心眼里感激那些善意的提醒，
这也是给我敲了一个警钟。”

尽管外界褒贬不一，本山依旧坦言自己
很喜欢《捐助》这个作品：“因为这是一个温

暖的故事，看了会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很美
好，很阳光。”本山也不介意把自己今年在央
视和辽台的两个作品《捐助》和《就差钱》拿
来作比较：“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捐助》，《就
差钱》是去年的一个重复，再精彩也没有新
意。”至于部分观众认为“《就差钱》比《捐助》
更有意思”的评价，本山也能正确看待：“观
众们难免都有一种心理暗示，如果把这两个
作品颠倒过来，那也会有这种声音。”

上春晚就该承受压力和批评
对于闯荡春晚 20 年的赵本山而言，如

今的春晚舞台对于他来说与其说是一场表
演，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按理说
我今年不应该上春晚，医生给我的建议也
是希望我能休息，可是我为什么还非得
上？因为春晚是个战场，需要我这个战
士，我咬牙挺着也得上，不能随便说歇就
歇，那是不负责任。”本山说，他很清楚
站上这个舞台，就要承受很多压力和批
评：“一个人，做得再好也难免有漏洞，
只要大家抱着公正的心态，我不介意被骂。

回过头来说，我不能光盯着那些骂我的人，
因为怕被骂就裹足不前了，更不会因为这些
人而忽视更多喜欢我支持我的人，那样也是
一种不公平。”

这些年走得挺顺的赵本山，自然比其他
人更懂得“高处不胜寒”的道理。

造谣者怎么也得赔礼道歉
不解释、不辩解，是本山一直坚守的原

则和态度，可是面对无中生有的诽谤，他却
不能等闲视之：“说我在后台打小沈阳两巴
掌，这也太能造谣了吧？我不知道造这种谣
言的人居心何在，但对他这种行为却不能置
之不理。”

本山说，为了制止这种公然造谣行为，
他已经委派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收集了证据，
并通过司法部门寻找在网络博客上发表这
篇文章的当事人，“我会和公司法律工作人
员商量，或者通过法律手段向他要说法，不
图别的，怎么也得赔礼道歉吧？如果任由其
发展而不闻不问，这种不健康的风气只能会
愈演愈烈。”

首次就批评正面回应

赵本山：沉默因为我无愧
□ 林 娜

●海清（左）在《鲜花朵朵》中。

3 月 3 日，澳大利亚“豌豆天后”凯莉·米洛在为某品牌女包拍摄广告。凯莉·米洛在这则广告中化身魔术师，将新款包包一一一变
出，十分有趣。 □ CFP/提供

3 月 3 日，中国队队员荣昊(左)与葡萄牙
队队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拼抢。当日，
中国队在葡萄牙中部城市科英布拉举行的国
际足球友谊赛中，以 0 比 2 负于葡萄牙队。

□新华社发

友谊赛：中国负于葡萄牙

□记者 孙晓娜 报道
本报济南 3 月 4 日讯 第九届中国艺术

节将于 5 月 10 日-25 日在广州举办。记者今
天从省文化厅获悉，我省有两台剧目入选，分
别是山东省吕剧院创作演出的吕剧《大唐黜
官记》和聊城市豫剧院创作演出的豫剧《大明
贤后》。

吕剧《大唐黜官记》于 2008 年搬上舞台，
参加文化部“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南
北片）展演”，获得“参演剧目奖”。豫剧《大明
贤后》创作于 2007 年，参加“第三届全国地方
戏优秀剧目（南北片）展演”，获“参演剧目
奖”；参加“第二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大赛，主演章兰获得中国戏剧“二度梅”。

第九届中国艺术节5 月在广州举办

我省两台戏入选

□记者 戴玉亮 报道
本报济南 3 月 4 日讯 记者从有关院线

获悉，由法国女导演玛丽娜·德·范执导的
惊悚悬疑片《不要回头》 3 月 6 日起登陆我
省大银幕。法国一线明星苏菲·玛索和意大
利红星莫妮卡·贝鲁奇同场飙戏，成为该片
的最大看点。

据了解，《不要回头》将苏菲·玛索和莫妮
卡·贝鲁奇饰演的角色叠加，塑造了充满悬疑
色彩的双面娇娃形象，并运用大量罗曼·波兰
斯基式的拍摄手法，配以典型恐怖片的音乐，
营造出特殊的惊悚效果。

《不要回头》明起上映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讯 电影版《奋斗》即将开拍，有关

演员阵容的讨论越来越多。日前，记者从上海
景天文化传播公司获悉，针对电视剧中陆涛
是“富二代”甚至坐享其成的争议，电影版《奋
斗》会让陆涛面对更多挫折，去奋斗去追求。

据介绍，电影版《奋斗》还将增加一个新
的角色———“陆涛的表哥”，一个通过奋斗成
功的“８０后”青年榜样。这个新增加的“陆涛的
表哥”，不仅仅在影片中给陆涛以事业和价值
观上的启迪，更是在传达一种奋斗的精神。

电影版《奋斗》陆涛有了表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