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豆
终于雨过天晴了。三月的江
终于雨过天晴了。
南走过潮湿覆盖的阴霾，
南走过潮湿覆盖的阴霾
，花红柳
绿的娇媚在阳光下次第打开。
绿的娇媚在阳光下次第打开
。
我站在久违的乡野田垄上，
我站在久违的乡野田垄上
，
四周是油菜花开的大片明黄，
四周是油菜花开的大片明黄
，热
烈、灿烂
灿烂。
。空中远近间杂着两种
声音：
声音
：一是近在耳旁嗡嗡嘈杂的
蜂鸣，
蜂鸣
，一是远山松柏间嘤嘤婉转
的鸟啼。
的鸟啼
。这一远一近的声音交替
错杂，
错杂
，
宛如高低音的合奏，
宛如高低音的合奏
，
用声音
构筑了乡野的和谐气象。
构筑了乡野的和谐气象
。
在油菜花开的盛景之下，
在油菜花开的盛景之下
，在
窄窄的田垄之上，
窄窄的田垄之上
，躲着一排排蚕
豆苗，
豆苗
，
它长得不够高大，
它长得不够高大
，
开着淡紫
的花，
的花
，黑色的花蕊还一个个娇羞
地朝下。
地朝下
。与油菜花的灿烂相比
与油菜花的灿烂相比，
，
它是那样的低调、
它是那样的低调
、
沉默而安静。
沉默而安静
。
我喜欢蚕豆，从种下它的那
一刻起。它敦实的身子，没有豌
豆那样的圆润；
当它长高时，
也总
是保持着昂然的姿态，稳重而纯
朴的样子，
不象豌豆苗，
一旦进了
开花的季节，就等不及藤藤蔓蔓
了起来，
显出缠绵的习性。
小时候，
不等花开蒂落，
我们
想俘获蚕豆的心情就有点急不可
耐了。上学途中总忍不住驻足观
察一下蚕豆生长的热闹，摸摸那
瘪瘪的豆荚，期望它早点鼓胀起
来。
可是成长的过程总是漫长
的，而我们的年龄决定了我们的
期待不可能维持那样的久长。过
不了多久，我们就只顾了上下学
在田垄上的打打闹闹，不再关心
蚕豆的生长，
它被归还给田园，
成
为被我们忽略的风景。
但是，这世间的许多奇妙之
处都成于不经意间的发现。仿佛
是一夜之间，蚕豆荚悄悄在叶子
底下成熟了自己的身子。当我们
翻开蚕豆叶，看到那一排排鼓囊
囊的豆荚时，欢呼声震颤了整条

■ 秦曼村
的田垄。我们都是促狭鬼，也是
破坏者。这种小孩子的心性在对
待蚕豆的问题上袒露无疑。我们
从不摘自家地里的，那多少缺乏
了刺激感。我们专挑路边长势好
的蚕豆下手，用手一捋就是一大
把，
揣在书包里。若是被发现了，
也顶多被主人呵斥几句，没有什
么大不了的，即使他们作势要追
打过来，我们也只嘻嘻哈哈地跑
开。因为，蚕豆在乡亲们眼里实
在算不上金贵的东西。
回到家剥开豆荚，蚕豆饱满
青绿的身子就露了出来，拿根缝
衣针穿上白线，将这些蚕豆一个
个串起来，
最后将首尾打上结，
一
串绿色的佛珠就这样做好了。等
妈妈煮粥的心情是焦灼的，趁势
将蚕豆串丢到锅里，从没有这样
老实地呆在锅台边，眼巴巴等锅
里的水开。实在猴急的时候，就
掀开锅盖看看咕噜有没有冒上
来，
一来二去的，
反而消耗了许多
热量，
耽误了粥滚开的过程，
还白
废了一些柴火，免不了要遭到母
亲的诸如饿死鬼馋猫之类的责
骂。但忍性也是极强的，偶尔母
亲的刮栗子磕到头上，也只默默
抚摩着退后几步，待疼感消失了
就又巴到锅台边来。水汽终于顶
开了锅盖，欢呼压抑在嗓子里终
究没有冒出来。这时候的母亲也
是仁慈的，替我们将蚕豆打捞上
来，
冷却，
青绿的蚕豆颜色变成灰
绿。我们从不在乎它好看不好
看，趁它还不够冷的时候就拽下
一个先丢到嘴里，粉粉的、嫩嫩
的，
一股清香渗进了心里，
成为久
久不泯的童年记忆。
蚕豆就这样从成熟的那一天
起即成为我们口中的美味。趁它
还嫩的时候，从头里揭开它的外
衣，
在底部用力一挤，
蚕豆碧绿的

肉身就滑落到了盘子里，母亲将
它或青炒鸡蛋，
或荤炒肉片，
都是
惹人掉口水的上等菜。当然，我
们还有我们的玩法。在挤蚕豆的
时候尽量不要破坏外衣的完好，
等蚕豆剥好后，再将外衣套在十
个手指上自我炫耀，虽比不得现
代的美甲技术，倒也有颇具创意
的乐趣，合乎现代美的理念：绿
色、
纯天然。
蚕豆老了的时候，它的颜色
会蜕变成暗褐色，身体固然坚硬
且皱褶满布其身，显得干瘪了许
多。不知道它会不会和人一样怀
念青春岁月并感叹时光的无情？
因了这样的感叹，在冬季母亲炒
蚕豆或油炸蚕豆片的时候，我都
对它们怀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因
而格外钟爱有加。后来，我认识
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对咸亨酒
店里的茴香豆就有了深深的向
往，
每每捏着蚕豆进嘴时，
脑子里
就会产生孔乙己以豆佐酒的臆
想，还有他排出的几文铜钱和窃
书不能算偷的高论。我知道茴香
豆的前身就是蚕豆，偶尔也在超
市里见过经过包装的茴香豆，但
我还是向往有朝一日亲临绍兴，
坐到咸亨酒店里体味一下以豆佐
酒的感觉……
用不了多久，菜市上就会出
现成堆的蚕豆荚了，我对蚕豆的
期待已经变得越来越从容。这当
然与年纪的增长有关，还有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吃蚕豆的兴
趣正在慢慢褪减。我常常迷惑，
是日子过得好了口味刁了，还是
蚕豆的基因变了味道差了，为什
么不论我怎么变着花样炮制蚕豆
的吃法，就是吃不出童年时的那
个味儿来呢？

碗回来。听父亲说，拖鱼网的网
绳一出水就冻成冰绳，所以他都
不敢把网绳提出水，一天在河边
上来回撒网要六七个小时，可想
而知，他那双手要承受多么冰冷
的考验！上世纪 70 年代为了让
我们上学能交上书学费，父亲来
回步行三四十公里到邻县金坛，
以较低的价格买回猪崽或家兔，
然后拿到吕城卖掉，赚取每斤一
二角的差价，甚至还跑到丹徒的
辛丰、三山等地收购米糠到吕城
贩卖，
每斤仅赚一分钱，
但每次他
要挑一百几十斤糠皮来出售。当
年我们家里的日常开支费用就是
这么来的。
父亲负责
“开源”
，
母亲的
“节
流”工作也不示弱。我们小时候
很少买新衣服穿，大都是母亲自
己种棉花、
纺纱织成粗布做衣穿，
而且衣服破了母亲会立即缝补
好，
绝不让我们穿着破衣、
脏衣出
门的。那时候我常常一觉醒来大
约下半夜两三点钟了还能听到母
亲摇着摇车纺纱的声音。小时候
米饭很少有的吃，但母亲能把我
们家的主食做得丰富多彩，
比如
夏天她会在自留地上多种些蔬
菜，炒一铁锅茄子，然后在铁锅
边上烙一圈发酵饼子，
这样再喝
着大麦粥就不觉得乏味了；
隔三
差五还做些手擀面条烧汤面给

我们吃吃。伙食确实不算好，但
花钱不多，
口味也有了，
那时村上
人都对我家的一日三餐羡慕不
已。
父母亲的勤劳善良、乐于助
人也是远近出名的。那时候不论
亲戚家还是村上哪家砌房造屋制
土灶，
都会请父亲去帮工，
父亲都
乐意接受，并不取分文报酬。父
亲总是天不亮就赶到主人家和
泥，
待瓦匠上工时，
一大池泥已和
好待用。可以说，全村人家都得
到到过父亲的帮衬。父亲也当过
干部，
但他真的是
“干部干部先干
一步”
。他当生产队长时，
每天都
是头遍鸡叫即出工干活，自己先
干到天亮才吹哨子喊社员起床。
在他的带领下社员都认真干活，
因此我们小队每年的工分折合成
工资都是全大队最高的。父亲的
举动很受母亲赞同，母亲常对我
们说你爹这辈子干的活要顶人家
三个人干的活！他帮过的人我们
数也数不清。
父母亲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
故事，
但他们一辈子相敬如宾，
相
互照顾，
相濡以沫，
深得乡邻的羡
慕。村上人说从没有看见父母红
过脸吵过架，这话是真的。自我
懂事起我还真没见他们拌过嘴，
遇事只有他们间慢声细语的商
量。他们的夫妻相处之道，也让
我们兄妹几个受益匪浅，我们兄
妹几个小家庭都很幸福，我们感
谢父母！

怀念父母
■ 蒋玉中
也许是上了岁数的缘故，常
常在一觉醒来后便有几个小时的
失眠，自然就会想起已故的父亲
和母亲。
不知不觉间，父亲已离开我
们十年了，不久前八十六岁高龄
的母亲也驾鹤西去与父亲作伴去
了。回想他们的一生，
平平淡淡，
绝谈不上伟大，但是他们勤劳善
良、
坚韧不拔、
乐于助人的高尚品
德赢得了乡邻四坊的赞誉，也留
给了我们子女一生享用不尽的最
宝贵财富。
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一辈子
与土地打交道，
没挣过多少钱，
但
他们一生勤俭持家，把我们兄妹
四个养育成人着实不容易。爷爷
奶奶生了父亲兄弟姐妹七个，家
境贫寒，
父亲又是老大，
父母结婚
后很快就分家另过了。所谓分
家，就是让他们小夫妻俩另住一
间家徒四壁的屋。父亲总是在农
闲季节、也是一年中最寒冷的三
九天，扛上拖网到大运河里去捉
点小鱼小虾，拿到镇上卖掉挣块
把钱，然后买个坛坛罐罐或几只

《都挺好》戳中了你的哪些痛点？

削苹果

■ 章桂云

晚饭后，
我去邻居家作客。
邻居家客厅里的灯光非常
柔和，
大家很随便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边吃着茶几上的各种
年货零食，边有一句没一句地闲
聊着。他九岁的女儿很会待客，
热情地给我泡了茶。
小女孩给我泡好茶后，静静
地坐在她奶奶身边，
看着电视，
不
时地回头看看奶奶慈祥的脸。忽
然，
她站起身来，
从茶几的果盆里
拿了一只又大又红的苹果，进厨
房去了。妈妈看了，摇了摇头：
“小馋猫。
”
不一会儿，
她端来一只
小碗，
碗里是洗过的苹果，
手上还
拿着一水果刨子，坐到了奶奶身
边。我打趣地说：
“嗯，
真是好孩
子，准备削苹果给伯伯吃了？”
“伯伯，
我不怎么会削苹果。
”
她抬
头笑了笑，
空出右手，
指了指茶几
上的橘子，说：
“您还是自己剥橘
子吃吧。
”
她妈妈朝我笑道：
“她根
本就不会削苹果，
不知被哪阵
‘人
来疯’给吹了……”奶奶听了说：
“小乖乖，
还是奶奶给你刨皮吧。
”
“不用，不用，奶奶您看电视吧！”
小女孩专注地给苹果刨着皮，她
奶奶不时地怜爱地看看她。
不久，一只被刨得坑坑洼洼
的、
白里带着黄的、
还带着星星点
点果皮的苹果出现在大家眼前
了。大家看了，
都呵呵地笑了起
来。估计是想象着那甜津津的滋
味，
脆生生的口感，
那孩子眼里都

放光了，端起碗又去厨房了。
“小
心点哦。
”
奶奶忍不住叮嘱道。过
了一会儿，小女孩又端着碗出来
了，碗里已经是切成一片一片的
苹果肉了，上面还插着牙签。奶
奶一看，心疼地说：
“谁让你自己
切的？万一切到手指怎么办？干
嘛不叫奶奶给你切？
”
她爸爸看见
了，鼻子里哼了一下：
“ 真会享
受！”小女孩又坐在了奶奶的身
边，只见她叉起一块苹果肉对奶
奶说：
“奶奶，
我喂你吃苹果！”我
分明看到她奶奶先一楞，接着眼
睛里湿润了，
整个脸也舒展了开
来。
“不要，
不要，
小乖乖还是你吃
吧！”
“奶奶，您吃嘛！我小时侯，
您不就是这样喂我的么？”她妈
妈一脸的大惊小怪：
“哎呀呀
……我家女儿长大了吆，还‘我
小时候’……”她爸爸的眼神里
却有疑惑：
“无故献殷勤，
这孩子
总不会有什么
‘阴谋’
吧？
”
小女孩
斜了一眼爸爸：
“您不知道明天是
3·8 妇女节吗？
”
奶奶心里乐开了
花：
“ 我就知道小乖乖是个好孩
子，
一个懂事孝顺的孩子！
”
那苹果实在是削得不怎么
样，
可小女孩的母亲在吃的时候，
却像是在品尝《西游记》里五庄观
的人参果和蟠桃园的蟠桃一样。

江南的冬天
■ 吴文安
现在已经是春天，但我再次
翻相册时，还会想起冬天。我只
完整地经历过江南的冬天。
江南的冬天相比较北方而
言，是可人的。虽然也会有暴雪
寒冷的天气，但是或许明天就是
晴空万里。江南的冬天，
能感受
到的不仅仅是寒冷的冬天。天
气好时，运动过后会出汗，仿佛
在经历春天；夕阳温暖明亮时，
又会怀疑这是不是秋天。想必
江南的冬姑娘是温柔的，
她在晚
秋才徐徐到来。
江南的冬天不单单是天气
可人，
景色也是同样可人的。苏
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冬季平
均气温在 0℃以上。在这种气
候下的植物，享受着气候与丰泽
水源的优势条件，
在冬天也依旧
不败不枯。早熟的月季茶梅会
抢先一步穿上盛装，让你在灰绿
灰绿的灌木丛中眼前一亮；
腊梅
自然是艳压群芳的，那充满热情
的花朵、遒劲有力的枝干、若有
似无的香气总是牢牢抓住了人
们的眼与鼻。小草虽不如夏天
那般茂盛蓬勃，却也绿得欢喜。

若是晴天，老人们会抱着孩童出
来晒太阳；猫儿也会慵懒地在路
上梳理皮毛。若是下雪，
肯定比
不上北方，但一定比中原或是更
南边要壮观得多。雪并不天天
下，也并不是天天阴天，这样的
天气变化似乎带着韵律。
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品味
江南的冬天了。我最喜欢的有
关江南冬天的诗文，是张岱的
《湖心亭看雪》。开篇里的“大雪
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不似柳
宗元笔下“千山鸟飞绝”那般萧
索，而是令人觉得，这番美景被
我独占了，虽有些寂寞，但并不
孤独。张岱随着船行观赏天、
云、山、水，皆是白茫茫浑然难
辨 ，使 人 唯 觉 其 大 ，而 自 身 渺
小。这与苏轼客人说的“寄蜉蝣
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有着相
同感慨。张岱观雪后下船，
遇见
“更有痴似相公者”的湖上知己，
虽是他乡游子，萍水相逢，后约
难期，但这样的记忆，在日后回
想起来，
也是不可与外人道也的
邂逅。

万善春日
■ 孙光楣
小桥碧水草木葱，
莺歌燕舞桃花红。
观音庵边飘垂柳，
翠岗顶上立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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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径通幽诗铺路，
美言佳句温馨风。
绿荫丛中游人行，
万善三月春意浓。

都市情感剧《都挺好》自开播
后 已 经 30 多 次 登 上 微 博 热 搜 。
进入本周，收视率更是成功破 1。

展现出原因，但我是希望能看到
有所涉及的。
”

不易
每个子女都有问题、
都很难

少见
老妈重男轻女令人咬牙切齿
比起《欢乐颂》
《大江大河》等
前作，
知名作家阿耐的这本《都挺
好》要更加毫无保留一些。全剧
一开篇，
苏家母亲就去世了，
离世
原因也够独特：
打麻将“胡了把大
的”
，激动得心梗便去了。远在美
国的苏家大儿子苏明哲（高鑫饰）
回国奔丧，苏家三兄妹 10 年来才
首次聚首。
在小妹苏明玉的回忆中，一
对此前国产剧中没怎么见过的
“奇葩”父母就此登场。先说“母
亲”赵美兰，全剧超过 40 集的苏
家儿女乱象几乎全部拜她所赐，
观众更是一边看一边恨她恨得咬
牙切齿。
赵美兰性格强势，重男轻女
到无以复加。吩咐小女儿明玉给
已经上大学的二哥洗衣服都算轻
的，大儿子苏明哲要留学，她卖房
也要供，首先卖掉的就是女儿苏
明玉那间。二儿子苏明成（郭京
飞饰）旅游要 2000 块钱，她一口
答应，等明玉要 1000 块报补习班
冲刺考清华，她立马说“没钱”
；还
苦口婆心“教育”女儿，
“我专门给
你争取到一个免费的师范生名
额，咱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啊？一
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
么用？”
姚晨饰演的小妹苏明玉正是
因为母亲的偏心，从 18 岁起就自
食其力，
并和父母达成协议：
日后
可以不管他们的赡养问题。这几
乎“点燃”了贯穿全剧的“雷”
。
点评：多子女家庭如何不偏
心是个课题
已有多年没有追过国产剧的
本土知名情感专栏作家、高级心
理咨询师张娓是在朋友的强烈推
荐下开始看《都挺好》的，追到现
在她愿意打出 8 分（10 分制）。苏
明玉在剧中的不平等遭遇是张娓

仔细看图中苏家人在桌子上的位置就能看出家里强弱
地位的排序：
最弱势的苏父和明玉只能各占一个桌角。
觉得剧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多子女家庭父母如何做到不偏
心？”
张娓说，剧中姚晨饰演的苏
明玉是遇上了老蒙这个好师父，
算是实现了灰姑娘的逆袭，但这
种经历不具普遍性。
“父母的不公
平对弱势孩子的伤害是致命的，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方面在二胎家庭越来越多的当
下，父母非常需要学习。
”

奇葩
老爸
“作”
得几乎天天上热搜
从开播至今，记者粗略统计
了一下，有关《都挺好》的热议话
题 光 上 微 博 热 搜 的 就 有 30 多
次。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和“老戏
骨”倪大红饰演的苏父苏大强有
着直接关系，比如“苏大强到底有
多‘作’
”
“苏大强跳楼怎么就不跳
下去呢”
“ 苏家三个男人都很自
私”等等。
原著小说和编剧在苏父身上
玩的“反差”
够有意思。苏母在世
时指西，
苏大强不敢往东，说一他
不敢提二。明明心疼女儿，但又
害怕强势的老婆，饭桌上都只能
悄悄给女儿夹鸡腿。可女儿明玉
希望爸爸帮自己说句话时，他又
借上厕所玩尿遁。
苏大强的毫无存在感在老婆

去世后直接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
转弯。借用网友的话说“赵美兰
去世简直就是揭开了原来贴在苏
大强头上的封印……”
。
先说几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细
节：第一集，
苏大强枕在大儿子腿
上一脸木然地念叨“我不回老宅
住，那里到处都是你妈的影子”，
让人以为老头真伤心至极了，哪
知 大 儿 子 刚 一 提“ 跟 我 去 美 国
吧”
，他就噌一下坐起一口答应。
苏母丧事还没办完，苏大强
又急着回老宅，干吗？生怕“啃
老”的二儿子发现了自己藏的存
折。
截至目前，
《都挺好》播出已
近半，苏大强的“作”完全贯穿始
终。住进二儿子苏明成家后，按
说老年人和晚辈生活习惯不同，
有点摩擦倒也正常，但到了苏大
强这里，完全成了他极端自私的
“秀场”
。
点评：一方过于强势的婚姻
易出问题
站在心理咨询师和情感作家
的角度看，张娓觉得剧里出现的
第一组危险关系就是苏家的爸
妈。
“ 很明显，苏家妈妈在世时就
是家里的天、家里的全部，而另一
半几乎消失。这种家庭就是‘丧
偶式家庭’，是非常容易出问题
的。
”
张娓说：
“剧演到现在还没有

全剧一开始，苏明玉在回答
大哥追问母亲去世时为何她和二
哥都没在母亲身边时，曾回答“我
们每个人都有很现实的理由，不
能……”
在记者看来，
这句话也可
以视作《都挺好》贯穿全剧的“题
眼”
。
可以说，从苏家父母到三个
子女、儿媳都身处家庭责任、义务
的压力下，人人都觉得自己为这
个家付出很多，都觉得自己不容
易，人人也都觉得对方太不可理
喻，以致矛盾升级，摩擦加剧。这
其中除了父母“奇葩”，三个子女
也都有各自的问题。
先说大哥苏明哲，母亲去世
他一回家就问责弟弟妹妹，之前
和妹妹都 10 年未见了，他没反思
自己和这个家的关系，反倒是一
张嘴就要弟弟多关心妹妹。在赡
养父亲的问题上，他也多少有些
“愚孝”，先是不顾自己失业也非
要接父亲到美国，后来回国发展
了又夸海口给父亲买房子。
二哥苏明哲更不说了，母亲
在世时他就是一副油嘴滑舌的投
机者模样，等到成年了又长年向
父母借钱不还，
完全就是一个“妈
宝男”
，
“啃老”啃得自己老婆朱丽
都连称“羞愧死了”
。
点评：
“妈宝男”把情商当生
产力
“第二大问题，就是苏家老二
苏明成这个‘妈宝男’。”张娓说，
他情商超高自不用说，但问题的
关键在于他也觉得这是生产力。
“比如他在剧中跟大哥就有
一段独白：我也不想活成现在这
样，你出国留学了，苏明玉就不拿
自己当苏家人。妈说就我一个儿
子，就想天天看着我，
妈不让我抽
烟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应酬，我就
一直陪着妈。”张娓说，他长成这
样、得到的东西，其实都是标了价
的，对苏明成来说是悲哀，也值得

梅西独造四球获称赞

费德勒、纳达尔闯进八强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3 日电
13 日在美国印第安韦尔斯进行
的巴黎银行网球公开赛中，
瑞士
天王费德勒、西班牙球星纳达尔

均在第四轮中战胜各自对手，闯
入男单八强。若纳达尔和费德
勒能在八强战中胜出，他们将会
师半决赛。

剧中获得同情最多的应该就
是苏明玉，她身上始终带着原生
家庭给她造成的伤害和撕扯，这
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她在工作中其
实也是外强中干。
此前姚晨在受访时透露，其
实苏明玉的母亲并不是因为重男
轻女才对苏明玉这样，背后有令
人心酸的陈年原因，剧里后面会
有展现。姚晨表示，自己接下苏
明玉这个角色看重的也是原生家
庭对人命运和性格的影响，
“这个
题材是稀缺的，会触碰到很多人
的痛点，
可能因为太痛了，有时候
反而大家没有做好去面对它的准
备。
”
说起剧中的核心——亲人之
间的感情，姚晨坦言：
“ 亲人之间
的情感应该是爱恨交织的，这是
很多中国式家庭常见的一种关
系。苏明玉跟她的父亲肯定是相
爱的，
但有很多的心结没有打开，
在这些心结没有打开之前，明玉
跟父亲的关系就会有爆发就会有
争吵，
但争吵过后，依然还是无法
分割的家人。
”
姚晨还笑言，苏大强是剧中
的“妖精”，非常幸运自己没有一
个像苏大强这么“作”的父亲，但
自己父亲同样有些不太会表达
爱。
“我爸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
父亲，
很有责任感，我是家中的独
生女，
他很爱我，但他永远不会说
出口。他经常会想念我，现在岁
数大了，有时候会模模糊糊说句
‘老爸想你了’，但是那个口气感
觉好像是在教训你一样。
”
点评：赡养老人也应保持点
距离
张娓说，还有一个贯穿全剧
始终的话题就是父母赡养。
“子女
尽孝自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
我觉得父母子女之间还是应该保
持一点距离。
”这样对双方都有好
处。
（综合）

胡歌
“破例”
跟着吴京登珠峰

打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比
赛”。他说：
“ 当他拿球的时候，
总是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
场上有什么即将发生。”而里昂
主帅热内西奥则感叹梅西“无法
阻挡”
。他说：
“他是有史以来最
好的球员之一。他就像尤文图
斯的 C 罗一样，大大提升了球队
实力。
”
就在一天前，C 罗刚刚在对
马竞的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
，
助尤文图斯主场翻盘晋级欧冠
八强。对于这名“竞争者”
，梅西
更多地表现出了惺惺相惜之情，
他说：
“ 克里斯蒂亚诺（C 罗）和
尤文图斯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我原本以为马竞会更强悍一些，
但尤文的表现更胜一筹，C 罗以
他的三个进球成就了一个魔法
般的夜晚。
”

巴黎银行网球公开赛

复杂
亲人情感应该是爱恨交织的

电影《攀登者》公布新剧照

与 C 罗英雄惜英雄

新华社马德里 3 月 13 日电
两个进球，两记助攻，梅西在诺
坎普导演了一场大胜，将球队平
稳送入欧冠八强。13 日巴萨对
里昂赛后，阿根廷人得到了两队
主帅的交口称赞。而谈到同样
在欧冠战场上有出色表现的老
对手克·罗纳尔多（C 罗），梅西
亦不吝赞美之辞。
对里昂的八分之一决赛次
回合，梅西先是在第 17 分钟以
一记勺子点球为巴萨打开局面，
又在第 78 分钟一人单挑对手防
线，斩获一记精彩进球。此外，
他还在第 81 和 86 分钟分别为皮
克与登贝莱送上助攻，助巴萨在
主场 5:1 大胜对手。
一人参与 4 记进球，梅西的
表现又一次征服了世界。巴萨
主帅巴尔贝尔德称赞阿根廷人

观众思考。

新四小花旦评出
说起娱乐圈的四小花旦，其实最开始的起源是由 4 名 70 后女
星组成的，
这四名女星是赵薇、
章子怡、
周迅和徐静蕾。
随着年龄的增长，再说她们是小花旦好像有些不妥，于是接
下来的好多年里，
四小花旦这个头衔是换了一次又一次。
在 2019 年，最新的四小花旦又评选出来了，这次评选的是 95
后四小花旦，
她们分别是欧阳娜娜、
文淇、
关晓彤、
张子枫。

凭借《琅琊榜》吸粉无数的
胡歌几乎不涉足大银幕，而这
次他破例了。近日，由四川著
名作家阿来担任编剧的电影
《攀登者》新剧照流出，确定胡
歌加盟参演。该片由吴京领衔
主演，讲述英雄的珠峰登山队
故事。电影作为国庆 70 周年
献礼影片，有望在今年国庆档
上映。
日前，电影官方公布了一
组新剧照，影片中的部分演员
身穿攀登装备，手上拿着鲜艳
的五星红旗，脸上自信快乐的
微笑感动了每一个人。剧照中
有不少大家熟悉的面孔，演员
胡歌在画面最左边，井柏然在
最右边，都咧着嘴笑，十分抢
眼。
（新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