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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和张扬齐鲁“书”文化——— 学会用弟弟的眼睛看世界———

奎虚阁
□ 王延辉

追恐龙的男孩
□ （意）贾科莫·马扎里奥 著 何演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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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虚阁》以主人公欧
阳童从一个少年舞蹈演员成
长为著名古籍鉴藏专家的生
命轨迹为主线，塑造了一群

有个性、有意趣的人物形象，使“书”这一
深植在中国传统文化参天大树中的最重
要的血脉，获得了一次张扬和宣示。

王延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音乐舞蹈艺术委员
会委员。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别停，别把
音乐停下来》《中国神话》《沉默》(中文、阿
拉伯文版)，长篇小说《哭泣的琵琶》，散文
集《半生心事》等著作。

云若随同父亲走进阅览室的那一
刻，欧阳童眼前倏然一亮。张力逼人的青
春气息与明显忧郁的眼神在这个少女身
上构成了难以言说的气质，令曾经长期
生活在艺术少女中间的欧阳童也禁不住
怦然心动。

那一刻还不到上班时间，欧阳童正
擦地擦到门口，云书宜在他身边停住
脚，说：“这是我女儿云若，来做临时
工。”又回头对女儿说：“这是欧阳
童，叫老师……不，叫哥哥吧。”云若
似看非看地瞥一眼欧阳童，不情愿地
“唔”了一声。云书宜有些嗔怒，又有
些无奈，冲欧阳童抱歉地点点头，拉上
女儿朝主任去了。

欧阳童手拄拖把，望着云若袅袅婷

婷的腰身，心里又是一动——— 这是舞蹈
演员的职业习惯，对肢体超常敏感。不
过，倘若欧阳童的记忆神经也同样敏感
的话，此刻他感到的恐怕就是震惊了。

云若自然也没有认出那天夜里送自
己回家的恩人。那天夜里的事给爸爸带
来不小的麻烦。若不是高考落榜，爸妈
怕她在家里无所事事再生出别的事来，
她也许永远不会再到这个大院里来。那
样，她和欧阳童之间便如两颗擦肩而过
的流星，再不会相遇了。

有谁能预知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能
够。只有造物主有权编排你每一时刻的
程序。只有造物主能够主宰和平衡这个
世界上的一切——— 春夏秋冬，风雷雨
雪，山河人畜；包括两颗心灵的遇合别
离。

奉主任之命，欧阳童带云若到书库
里熟悉情况。欧阳童竭力像当初单主任
对他那样，给云若细细介绍，云若却兀
自一副心不在焉无精打采的模样。欧阳
童见她并不把自己当老师放在眼里，再
想人家这些从小长在图书馆里的家属孩
子不比自己更熟悉？就不再说什么，由
着她一排一排书架转着玩儿，乐得跟在
后面欣赏她的身材。后来，实在忍不
住，说：“你若年龄再小点，真该去学
舞蹈。”不料云若头也不转，立刻回了
一句：“年龄小也不学。跟鸭子似的。”

欧阳童十分尴尬，勉强笑笑：“可我

们……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姿
态。”

云若终于停住脚步，回过头来：“还
自我感觉良好呢。我们学校好多女生都
来看你，回去就学你走路，说跟鸭子一模
一样。”

欧阳童实在挂不住脸，不再言语。
云若乐了：“生气了？放心，没那么可

怕。我可知道我那帮小姐妹心里想的什
么。别看她们说你像鸭子，可每次说起来
都眉飞色舞，亢奋得很呢。告诉你，她们
是喜欢你，暗恋你呢。”

欧阳童大吃一惊：这话出自一个刚
出校门的女孩儿之口，实在意外。

这之后，云若渐渐活泼起来，不时发
问：“人家都说演员男女关系特乱，是
吗？”“人家都说演员离婚的特多，是吗？”

“人家都说演员衣服穿得光鲜，家里脏得
很，驴屎蛋子外面光，是吗？ ”“人家都
说演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吗？”问题
提得可怕，但又总要加一个“人家说”，欧
阳童气恼无奈，却又不能不睬，只好每一
个问题都回答说：“有这种事儿，但并不
都这样。”

从此以后，主任总是安排欧阳童带
着云若一起干活儿，不是新书上架，就
是旧书倒架，或者排插卡片打扫书库等
等。云若的情绪极不稳定，一阵儿高兴
起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一阵儿心情
不好，便老愣神，跟她说话理也不理。

“有点晚啦……”从开始
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的乔娅
拉说道，听我们说话的时候
她就在本子上用铅笔描弯弯

曲曲的小写字母。
“昨天我们去外公家也迟到了……”

她说。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就像火车需要轨道，”爸爸坐到乔

娅拉身边，突然朝她挠痒痒，同时发出
“咻咻咻”的声音，从肚子到胸口到脖子
一路往上挠，乔娅拉笑得扭来扭去，爸
爸说，“乔万尼就像火车需要轨道一
样，而他的轨道就是我们。要是他来晚
了，也没关系。假设你在火车上，你身
边坐着一位美丽的金发女孩，有……”他
做了个凹凸的手势，“晚点也没关系对
吧。”

妈妈走到他身后，朝他后脑勺弹了
一记。

爸爸笑出声来，乔娅拉也笑了，我都
被逗笑了。西红柿肉酱的香味飘散在空
中，屋外是寒风敲打家门的冬天，我脑子
里有一堆问题，但是胃里有一股特殊的
温暖。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这不
重要。只要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要的
一切。

这之后的某天下午，家里的门铃连
响了三声。那天只有我和爸爸在家。我刚

写完作业，爸爸在浏览超市的打折优惠
券传单，现在我们家有六口人，但是赚钱
的人只有他，当然需要留心物价。所以爸
爸以一种勤勉钻研的态度在比较不同超
市的价格，仿佛在琢磨金融市场价格波
动、金价的浮动，或者是哥斯达黎加咖啡
产地的变化状况。反正他也是经济学系
毕业的。不管怎么样，门铃又响了。我喊
着：“我去！”就跑去开门。

我钻出门廊，看见路上有一辆黄色
货车，车前面站着一位戴棒球帽的人，一
只手拿着本子，另一只手拿着笔。

“是马扎……马扎里奥家吗？”他一
边翻看笔记本一边说。

“是的。”
“纸尿裤。”
“什么？”
“你们家的纸尿裤。”
我就像鼻子被蜜蜂蜇了一下，连忙

挺直背。“纸尿裤？”我说给自己听。然后
说，“请你等一会儿。”我跑回厨房喊爸
爸。

“怎么了？”
“是纸尿裤。”
“什么？”
“外面有一辆货车，还有一个人，说

有我们的纸尿裤。”
“有……啊！”爸爸忽然振奋起来，

“没错，他们来得挺早。没想到这么快。我
们走吧。”

爸爸起身出门，和戴棒球帽的男人
握了握手。那个人先是拿出好多张纸让
他签字，然后打开货车的车厢门。我本来
跟着他去看看，结果“哇”的一声大喊出
来，眼睛瞪得老大：车里全是纸尿裤。“我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

“你看过很多吗？”戴帽子的男人问。
“比您想象的要多。”我回答，又喊了

一声爸爸。
“在呢。”
“是给幼儿园的吗？”我这么说是因

为爸爸当时在幼儿园当秘书。
“不是，是我们的。”
我大笑起来，就好像爸爸讲了一件

超级好笑的事。不过我发现他是来真的，
就笑不出来了。我瞟了他一眼，问：“你是
在开玩笑，对吧？”

“没有啊。”
“我们用得了这么多吗？”
爸爸叹了口气，说：“恐怕以后乔万

尼还得用很长时间的尿布。”
他指了指卡车旁边一个咧嘴笑的小

婴儿，“买批发的能省很多钱呀，所
以……”

戴帽子的人从车后探出头，说：“你
们能帮我把东西卸下来吗？”

我们忙活了半个小时，从马路到厨
房，一包又一包地运，戴帽子的男人也一
起累的够呛，他上车走了以后，我们又
从厨房搬到存酒区，包裹都堆成山了。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李路执导，张勇编剧，秦俊杰、徐璐、
陆毅主演的谍战剧《天衣无缝》1月10日登陆
江苏卫视。该剧讲述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以
资历平（秦俊杰饰）、贵婉（徐璐饰）为代表
的有志青年心系家国安危，为捍卫和平浴血奋
战的故事。出品人任泉透露，剧中陆毅首次挑
战“反派”角色，与秦俊杰上演“兄弟对决”。

拍谍战剧的导演都有一个武侠梦

《人民的名义》总导演李路再次掌舵本剧
总导演，作为现象级作品《人民的名义》刷新
多项纪录，当被问及为何选择原班人马打造谍
战剧，李路透露了自己的梦想：“如果想看
《人民的名义2》就看我们的《天衣无缝》，拍
谍战剧的导演都有一个武侠梦，我想挑战自
己，做一个没有尝试过的题材。出品人任泉以
及《伪装者》编剧张勇是这部剧的两大坐标，

是质量的保证。”
《人民的名义》主要演员陆毅、吴刚、李

学政、冯雷、胡静、许亚军、李建义、丁海
峰、张凯丽、许广文、黄品源等均在《天衣
无缝》中继续担纲主演，演员阵容堪称豪
华。能聚集半个影视圈的阵容，出品人任泉
透露了其中原因：“看剧本时就心潮澎湃，决
定投资拍摄。邀请李路的时候，他要求必须
我来演，我同意了，但是开拍后我爽约了，
连剧组都没去。陆毅是我特别好的兄弟，他
当时为了这部剧推了一部高薪酬的剧，义无
反顾地加入进来。”

陆毅转型阴狠反派

《天衣无缝》是编剧张勇继《一触即发》
和《伪装者》之后“谍战三部曲”的收官之
作。张勇呈现出的明家三兄弟日常相处的生活
场景，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次和李路合作
的《天衣无缝》中，资家三兄弟的关系将会区
别于《伪装者》，陆毅将会挑战阴狠反派资历

群，和秦俊杰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手足相残。
剧中，陆毅出演的大哥资历群是一个外表

斯文，内里却坏得让人咬牙切齿的反面人物。
谈及此次转型，陆毅透露：“导演和编剧知道
我想尝试反面人物，就让我来挑战一下。有些
戏的反面人物都是比较脸谱化的，一看就是坏
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是那种坏得让人看了
咬牙切齿，但并不能一眼看出来。资历群就是
在前半段是分不清好坏的人。这个剧应该会打
破对我的惯性认知。以前正面人物被别人用
刑，都是在隐忍，收着演，这次的角色，反过
来，可以把以前收着的东西都爆发出来，很不
一样。”陆毅更笑言，播出之后，考虑以后要
不要往反面人物方面发展，不过他强调,自己不
会为了转型而转型。

秦俊杰角色百变反串女人

小生秦俊杰在该剧中作为男一号资历平，
扮演的是一位身世复杂、深藏不露，在环环相
扣险象环生的“猎谍”之战中收获成长继承信

仰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实力派演员陆毅
则甘当“绿叶”，扮演资历平的大哥。是一个
为了信仰不惜一切代价，是一个足智多谋、果
敢英勇的人。秦俊杰透露：“此次饰演的角色
百变并富有层次,是个十分神秘的人物。为了满
足剧情需要，他在剧中还要装扮各类身份人
物，甚至反串女人，烈焰红唇与波浪长发的女
装让人惊艳。”

戏里，秦俊杰和陆毅上演了信仰、兄弟、
情感的多层次多维度碰撞，从国内一直虐到国
外。陆毅在谈到秦俊杰时表示：“和秦俊杰合
作这是第二次，他平时带我打游戏，剧中会互
相挖坑，比如提前问他不喜欢吃什么，他回复
是青菜，开拍后第一个就给他夹青菜，谁不笑
场就赢了，这个也是我们增加彼此默契度的一
种方法。”

此外,徐璐扮演的贵婉在剧中起到了线索般
的重要作用，徐璐介绍,自己饰演的贵婉不仅仅
是一个女性形象，还代表着一种精神力量，与
她之前所饰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加之与众多演
技派前辈演对手戏，令其演起来很有挑战性。

《人民的名义》原班人马打造烧脑谍战剧《天衣无缝》

出品人任泉：这部剧我爽约了

据新华社首尔1月9日电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
部第二次官卢泰刚9日召开发布会，对韩国短道
速滑名将沈石溪控告前国家队教练赵载范性侵一
事表示遗憾，承诺将全面检讨相关制度和对策。

卢泰刚表示，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对性暴
力施暴者的处罚规定，禁止施暴者从事体育相关
事务。同时，韩国计划与国际机构加强合作，限
制施暴者海外从业。文体部还将组建工作组审议
现行规定，同时开展以民间为主导、涉及国家队
和地方体育团体等各个层面的全面调查，以杜绝
体育界出现性暴力等违法违规行为。

沈石溪控告赵载范性侵一事8日曝光，在韩
国引起轩然大波。

据韩国媒体报道，去年9月，赵载范因涉嫌
长期对沈石溪等国家队队员有殴打等施暴行为，
在一审中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上月17日，赵
载范案二审开庭，沈石溪作为证人出庭，追加控
告赵载范对自己有长期猥亵和性侵等行为，要求
严惩这名前国家队教练。

按照沈石溪的说法，从2014年夏天到2018年
平昌冬奥会开幕前的大约4年时间里，她在泰陵
选手村、镇川选手村、韩国体育大学滑冰场等地
多次遭受赵载范的性暴力行为，其中包括殴打、
辱骂和威胁。

赵载范目前被警方拘押，他的律师全盘否认
性侵嫌疑。警方已没收赵载范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等个人设备，展开调查分析。

沈石溪在小学时被赵载范看中，开始练习
滑冰。2014年，17岁的沈石溪作为韩国短道速
滑国家队选手参加索契冬奥会，获得女子短道
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1500米亚军和1000米季
军。2018年平昌冬奥会，她随队获得3000米接力
金牌。

韩国短道速滑名将沈石溪
指控前国家队教练性侵

北京时间1月9日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
的2019年亚洲杯足球赛F组小组赛中，日本队以
3：2战胜土库曼斯坦队。图为日本队球员堂安律
（中）在比赛中射门得分。

□新华社发

亚洲杯：日本胜土库曼斯坦

□ 本报记者 王 磊

鲁川对决前，山东男篮刚刚更换了大外援，
莫泰尤纳斯取代桑普森。当时，很多球迷还在质
疑山东男篮的决定，是不是应该让莫泰尤纳斯再
休息一段时间，毕竟桑普森已经渐入佳境。

但是莫泰尤纳斯复出后的第一战，就打消了
球迷们的疑虑。1月9日晚，CBA常规赛继续进
行，山东男篮主场104：90击败四川队，取得两连
胜。伤愈归来的莫泰尤纳斯拿下32分、16个篮板
球的大号两双数据。

莫泰尤纳斯是在一个月前对阵广厦队的比赛
中脚踝受伤，总共缺席了12场比赛。尽管山东男
篮随后先后引进了劳森和桑普森“救火”，山东
男篮的战绩还是不好，12战只拿到3胜9负的战
绩。时隔一个月之后，莫泰尤纳斯终于伤愈回
归，而且他身边又多了上赛季的好搭档劳森。

莫泰尤纳斯回来之后，立即接过了球队进
攻核心的重任。面对拥有三节双外援优势的四
川队，山东男篮一上来打得并不差。急于证明
自己的前山东男篮大前锋贾森·汤普森，多次被
莫泰尤纳斯用出色的脚步“戏耍”。不过，山东
男篮过于依赖莫泰尤纳斯，反而被四川队抓住
反击的机会，连续在外线投射得手。首节战
罢，山东男篮也只领先2分。

随后，双方进入双外援比拼环节，“劳莫”
组合也在本赛季首次获得搭档机会。虽然两人已
经长达9个月没有在一起打球，但两人一上场就产
生了默契。劳森不仅自己得分，还不断用助攻帮
助内线得分，莫泰尤纳斯很快就拿下了两双，陶
汉林也拿下了8分，山东男篮一度领先14分。

大比分领先的山东男篮换下莫泰尤纳斯休
息，但是其他球员突然变得不会打球了，第二节

最后阶段连投不中，被富兰克林等人抓住机会连
续追分。劳森最后一攻失手后，山东男篮球员的
防守非常松懈，被黄荣奇抓住机会投中压哨球，
四川队反超1分。

易边再战，山东男篮主教练吴庆龙再度排出
“劳莫”组合，相比于第二节，两人的配合更加
默契，对于全队串联的贡献也更大。莫泰尤纳斯
一上来连拿6分，吹响山东男篮进攻号角。随
后，劳森、张春军、张庆鹏送上一波“三分
雨”。再加上莫泰尤纳斯的压哨球，三节结束，
山东男篮领先多达17分。

在莫泰尤纳斯率先拿到30+得分后，劳森在
末节发力，短时间内连续送出助攻，贾诚成为最
大受益者，半节比赛拿下11分。山东男篮也一度
领先多达21分，比赛提前失去了悬念。不过，吴
庆龙不敢大意，换下劳森之后，还是让莫泰尤纳
斯带队打了一段时间。

32分、16个篮板球、3次助攻，莫泰尤纳斯
以近乎完美的方式，成功上演王者归来的好
戏。此外，莫泰尤纳斯归来之后，劳森的发挥
也更加出色，本场比赛，劳森拿下30分、6个篮
板球、9次助攻。“劳莫”合璧之后，两人拿下
62分，占据了全队得分的六成。此外，全队的
进攻效率明显提升，命中率提升到五成，其中
包括11记三分球。

两连胜之后，山东男篮守住了第12名的位
置。但吴庆龙对于球队本场比赛的表现并不满
意：“赛前，我就告诉大家要重视这场比赛，对
任何队伍我们没有资本放松。下半场我们领先
20多分后，换了一些队员，还是犯了同样的错
误。你想成为强队，队员在场上要始终按照教
练的要求去做。虽然今天我们赢了球，但我还
是不满意。”

本轮比赛结束后，常规赛将进入间歇期，
CBA全明星周末将在青岛举行。山东男篮方面，
陶汉林入选北方明星队替补阵容，朱荣振入选北
方星锐队。

1月9日晚，山东男篮外援莫泰尤纳斯在与
四川队的比赛中上篮。 □记者 李 勇 报道

主场104：90四川队，山东男篮取得两连胜———

“劳莫”合璧，火力全开

据新华社达喀尔1月8日电 埃及球星萨拉赫
8日再次当选非洲足球先生，成为首位连续两年
获此殊荣的埃及球员。同日，非洲足联宣布埃及
将代替喀麦隆举办2019年非洲杯。

目前效力于英超利物浦的萨拉赫在2018年表
现出色。2017-2018赛季，他荣膺英超金靴和最
佳球员，并帮助利物浦队打入欧冠决赛。国家队
比赛中，他代表埃及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攻入
两球。

萨拉赫在获奖后表示，获得非洲足球先生是
儿时梦想，现在可以两次拿奖更是莫大的荣耀。

萨拉赫再度当选非洲足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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