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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大学毕业后，求职很不顺，工作换了

一份又一份，每次都干不长。这不，最近他又

辞职了。

这天，小王在网上浏览招聘信息，发现

“成功集团”正在招人，他见岗位合适，便投

了简历。“成功集团”是大公司，口碑好，待

遇丰厚，发展空间大，早在几年前小王就听他

表哥说起过。因此，他格外珍惜。

两天后，小王接到面试通知。在接下去的

竞聘过程中，因准备充分、发挥良好，他一路

过关斩将，脱颖而出，终被录用。走上工作岗

位后，小王认真学习、积极工作，表现非常出

色，频频受到领导的表扬。可是，尽管如此，

他每天还是悬着一颗心。为啥呢？因为试用期

过后转正的名额只有一个，而跟他一起被录用

的小李也一样很优秀，两个人可谓势均力敌，

难分伯仲，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只有天知道啊

。

为了“击败”小李，小王绞尽脑汁，费了

不少心思，可一直想不出万无一失的好办法。

突然，他突然想到了表哥。表哥曾在“成功集

团”工作多年，非常了解内部的人际关系，何

不请他指点一二？想到这，小王迫不及待地给

表哥打了个电话。

第二天，小王急匆匆地去了表哥家，一番

寒暄过后，很快切入了正题。 表哥听了小王

的“形势分析”后，说：“我对人事部柳经理

还是比较了解的，他更喜欢有追求、有拼劲，

敢于承受压力的人。”

小王还是不太明白，问：“可如何体现呢

？”

表哥略一思索：“你不是说小李也没有车

子吗，要是你按揭买辆稍上档次的车，那身份

可就大不一样了，柳经理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接着，他还罗列了一大堆理由。

小王听了，想想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姑且一试吧，反正早晚都要买车。

几天后，小王筹足首付款，按揭买了一辆

新车。还别说，开着车子上下班，小王感觉神

气多了，精神面貌大有改观。

转眼三个月的试用期结束了，小王顺利转

正，成为一名正式职工。他不禁暗自高兴，这

可多亏了表哥的指点啊！

半个月后，表哥打来电话，责怪说：“你

小子太没良心了吧，都转正这么久了，也不表

示表示？”

“是该好好谢谢你，可我实在脱不开身。

”小王说着叹了口气，“你不知道，自从我转

正以后，柳经理就把自己的车子给他老婆开了

，这下可好，我得天天送他上下班，都成他的

专职司机了，敢情他是早有预谋的啊！”

表哥一听，顿时哭笑不得。

高人指路
村里有个赌博狂叫赵二，每天除了抽烟喝酒

就只有赌博。赵二有个漂亮的媳妇儿，村里的人

都羡慕他，就他一个赌徒竟然还娶得这么一个俊

俏媳妇儿，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真是天上掉

馅饼正好砸到他脑袋瓜让他捡了个大便宜。

这天，赵二和往常一样和一群土财主赌博，

几个回合下来输了身上仅有的钱两，赵二不服输

硬是拿出家里一亩田做赌注，最后也输了。赵二

不信邪，拍着胸膛说:“这次我把我媳妇儿做赌

注，保证赢。”大财主听到他这么一说，顿时感

兴趣起来，听别人都说赵二媳妇儿美得不得了，

要是赢得这么一个美娇娥倒也是好，于是同意了

赵二的赌注。最后赵二还是输了，这回可完了，

本以为借媳妇儿的好运挡挡自己的霉运，没想到

还是输了，这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回家后眼看明

天土财主就要来家里要人，不知道如何向媳妇儿

开口每次欲言又止，媳妇见赵二扭扭捏捏便问起

原因来，赵二硬着头皮把事情经过和媳妇儿说后

，果不出所料，赵二还是被媳妇儿追着打了好几

条街，打也打累，骂也骂够了，媳妇儿的气也消

了不少。

土财主虽然有钱却是好色之徒，赵二媳妇儿

一想起土财主满脸横肉的模样也不愿意就这样跟

了土财主，一咬牙对赵二说:“去，给我准备一

两黑芝麻和一罐蜂蜜，我自有办法”，赵二耷拉

着脑袋只有照着媳妇儿说的话去做。第二天，土

财主敲锣打鼓的兴高采烈的来赵二家要人，刚进

院里就看到一个灰头土脸的女人，女人的头发蓬

松散乱，头发上有一层拉丝的不知名物体把头发

黏连在一起，只见女人傻笑着时不时从头发间扯

出一些黑黑小小的虱子的东西往嘴里塞，然后嚼

着津津有味的样子，然后扯出一些捏着朝土财主

走来，“嘿嘿”的笑着“这些给你吃。”，说着

硬要塞给土财主，土财主一看“哇呀”一声跑得

老远，看到赵二急忙从房间跑出来拉着喊着“媳

妇儿咱们别闹了，土财主来接你来了，你跟他走

，会有好吃的。”女人一听好吃的就往土财主

身上扑，土财主被吓的魂飞魄散，喊着跑了，

土财主万万没想到，别人口中的俊俏媳妇长成

这个样，自己宁愿不要，就再也没去找过赵二

要人。

土财主被吓跑后赵二一个劲的夸媳妇儿，原

来是赵二媳妇儿不愿意跟土财主走想出来的一个

招，她把蜂蜜倒在头发上，让头发看起来又脏又

黏，接着把黑芝麻洒在头发上让土财主以为是虱

虫，然后装疯卖傻骗过土财主。赵二在以为要赔

了媳妇儿的时候反而一个转折让媳妇帮他好好吓

了一顿土财主顿时对媳妇佩服起来，再后来赌桌

上很少见到赵二的影子。人们都说家有漂亮媳妇

儿赵二也不想出门，估计整天到晚围着媳妇儿团

团转了。

聪明俊媳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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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庄上有个叫李才的人。这个人上无

父母，下无儿女，中无老婆，就光棍一条一个人

过日子。他贱懒食馋，夏天嫌热不去自己的地里

干活，冬天嫌冷在家呆着不出门。像这样的人还

能挣上吃的吗，但是人家还就是能。他不但能吃

上饭，还能隔三差五的喝上酒，吃上肉。李才每

天早上起床后，就是出门打听谁家有酒场，打听

好之后，到了时间他会准时到场。刚开始的时候

人家还让让他，看他一个人过日子也不容易，后

来他连让也不用让了，去到以后，坐下就喝。再

后来，不论哪家有红白喜事，娘生日孩满月的，

凡是有酒场的地方那是绝对少不了他。慢慢的全

村人就把他李才的名字给忘了，都给他叫白喝。

庄东头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粗

通文墨。庄里有一个秀才，平常两个人经常在一

起题诗联对，也经常弄两个小菜喝个小酒，在庙

里清清静静的好不快活。可是后来这事被白喝知

道了，只要两个人一喝酒，他是每次必到奉陪，

弄得和尚秀才实在是烦恼。两个人实在是没办法

了，有一次他们就带着酒菜来到了一个闲院子里

偷着喝。白喝起床后在庄里逛了一头午也没找到

场，他又急又饿最后又找到了庙里见和尚不在，

他想这两个人一定又找地方偷着喝酒去了。村里

有一棵最高的大杨树，他好不费劲地就爬了上去

，这么高的树爬到上面整个村子里的一切，看的

清清楚楚，只见和尚秀才正准备摆上菜喝酒。他

麻利地从树上下来，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闲院

子。二人一看这个办法还是不行，秀才点子多。

等白喝坐下以后就说：“今天咱喝酒得有个说法

，咱得作诗喝酒。”和尚听了也赞成，白喝见和

尚也同意，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就听秀才说

：“那好，诗韵就是每句的最后一个字必须是黑

，白，得上，作出来的喝酒，作不出来的不喝酒

。”秀才说完，他先作了一首： 进学堂天晕地

黑 科了举明明白白 想中状元 难得难得秀才作

完，端起酒杯先喝了一杯酒。白喝一听傻了眼，

骗吃骗喝还行，要作诗喝酒那可真是不行。但是

他还是不死心，就让和尚先作。和尚想了想，念

道： 进庙堂天晕地黑 学会真经明明白白 修成

真佛 难得难得和尚作完，拿起酒杯也喝了一杯

酒。他二人心想今天看看你白喝，到底怎么喝。

白喝急的抓耳挠腮，看着酒捞不着喝的滋味看来

是真不好受，憋得他满脸通红。过了一会，只见

他突然用手一拍大腿： 找您喝酒急的眼黑 爬上

大树看得明白 要我酒钱 难得难得他二人苦笑着

摇了摇头，没办法，白喝就是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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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考上了举人，全村

人都跟着高兴。和尚和他是老朋友了当然更高兴

了，就办了几个好菜请新举人喝酒祝贺。白喝一

早也算定会有这么一个酒场，便早早的来到了庙

里，是又抹桌子又摆板凳。等摆上了酒菜，秀才

刚刚考上举人心里正高兴。他也主要是想再次让

白喝难看，就对他二人说：“我们文人喝酒，那

是无诗不成席，今天咱还得作诗喝酒。”和尚听

了也说：“你说的不错，那你就出题吧。”秀才

听了又看了看他二人，说：“诗韵是楼，头，大

，愁，每句的最后一个字必须是这几个字。”说

完念道： 北京有个五风楼 文武百官全是头 要

大还是朝廷大 三篇文章我不愁秀才作完诗端起

酒杯喝了一杯酒，看着二人，意思是谁先作。只

听白喝说：“师傅先来吧，我再想一想。”和尚

也不客气，摇头晃脑地念道： 寺院以里钟鼓楼

十八罗汉光着头 要大还是佛祖大 坐禅念经我不

愁和尚作完看了一眼白喝，端起酒杯也喝了一杯

酒。白喝这个时候真是急了，一边挠头皮，一边

摇头。二人看了哈哈大笑，边笑边一个劲的催他

快点作诗，就是想让白喝知难而退。就见白喝站

起身来，他二人认为这回白喝没招了要走了。可

是白喝却没往外走，而是围着酒桌转起圈来了。

转着转着就见他双手一拍大声念道： 柴火园里

鹁鸽楼 鹁鸽叫时仰起头 要大还是没脸大 骗吃

骗喝我不愁看来白喝就是白喝，任何人也没有办

法不能让他白喝。

白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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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丟書”引質疑：無人閱讀？影響早高峰出行？

15日中午11:00，某公众号发

起的“丢书大作战”在网上如火

如荼举行。与此同时，从善各庄

开往北京南站的北京 14号线上，

人们正忙着低头看手机，阅读纸

质图书的人屈指可数。由于当天

早上地铁出现故障，因此这场活

动也引发了不少质疑——有没有人

看书？有没有影响早高峰出行？

明星写阅读感悟

黄晓明：要对生活充满希望

曾在系列电影《哈利波特》里

出演赫敏的女演员艾玛•沃特

森，近日在伦敦地铁丢了 100本

书，这些书被藏在伦敦地铁的各

个角落，她号召粉丝们寻找并阅

读。

和当年的“冰桶挑战”一

样，此举迅速被引入国内。15

日，某公众号发起了“丢书大作

战活动。

这场活动邀请了黄晓明、徐

静蕾、董子健、张静初等明星，

每位明星都在自己“丢”出的书

上手写推荐理由。

“生活中有很多我们没有办

法逃避的问题，但依然要对自己

的生活充满希望。希望拾到这本

书的你，在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

上，带着一颗勇敢的心。”这是

黄晓明写在《愿你的道路漫长》

里的话语，其宣传负责人透露，

黄晓明此次共“丢”出 16本书，

包括《人类群星闪耀时》、《黄

金时代》、《麦田的守望者》、

《月亮与六便士》、《愿你的道

路漫长》。

董子健宣传刘小姐告诉中新

网记者，董子健也从自己喜欢的

书中挑出 5本，亲自“丢”到地

铁上，分别是《乌合之众》、

《少年巴比伦》、《岛上书店》

和《小王子》。对于《乌合之众》，

董子健写到：“当演员总想做的

与众不同一点，先了解下“公众”

这群乌合是怎么想的吧？读了一

年多才想，啊，我不就是乌合之

众嘛。”

网友质疑影响早高峰运营

地铁：故障与丢书无关

“现在是早上 8：00。从现

在起，我们会把 10000 本书丢在

北京、上海、广州的地铁、航班

和顺风车里——一切你可能路过

的地方。看看你身边的角落，缝

隙，座位，能不能找到它们。”

发起方的公众号在 15日的文章里

如此陈述。

这篇文章突破 10 万 +的同

时，网上一些争议也随即而起。

有网友认为，作为人口最多的城

市，北京地铁早高峰人挤人，阅

读只会给其他乘客带来不便。此

外，由于当天“丢”书的北京 14

号线早高峰时出现了故障，也有

网友质疑故障与丢书有联系。

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黄晓明也

忙不迭在微博澄清：“可能大家

误会了，我是昨天 (14 日)跑去

‘丢’的书，刚看今天 14号线出

了问题，希望地铁部门能尽快得

到解决故障，让大家平安到达目

的地”。

京港地铁方面也强调故障因

为景泰站上行(善各庄站方向)出

现道岔故障，导致部分列车行车

间隔加大。针对早高峰的争议，

京港地铁方面告诉中新网记者：

“我们是早上6：30-7：00的时间

段内，在京港地铁 14号线始发站

善各庄站把活动主办方委托的

400 本图书‘丢’至车厢座椅及

站台座椅上，这个时间点早高峰

还没有开始，14号线也是人最少

的。”

观察：地铁里无人看书

400余本图书去了哪里？

上午 10:00，记者赶到了张静

初丢书的将台路站，车站负责人

表示，书都放在了乘客的座椅上

或者车厢里，没有影响乘客出

行。记者咨询站台工作人员在何

处可以“丢”书时，对方一脸茫

然称不知情。随后记者反复乘坐

14号线，但地铁上均未看到书，

就连阅读纸质书的乘客也寥寥无

几。

“我可不敢轻易看地铁上

的书，万一是别人占座的呢？”、

“不知道都哪些人摸过，怕太

脏不敢给孩子看”、“我下午

想 来 地 铁 找 书 看 ， 但 没 找

到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

乘客，不少人对“丢书大作战”

心存疑惑。

400 余本图书去了哪里？京

港地铁方面称可能被乘客带走阅

读，“早上我们观察时，基本隔

一位就有人在阅读，我们也拍了

照片”。至于如何知道是活动用

书，主办方表示每本书上均贴有

“丢书大作战标签”，乘客看到

贴有标签的图书，便可以取走阅

读，同时也鼓励乘客在拿到图书

后扫描贴纸上的二维码，进入活

动平台，参与“丢书大作战”活

动。

史上今日：1904年11月16日 人類曆史上第一只電子管誕生
1904年11月16日，英国科学

家约翰· 安布罗斯· 弗莱明为自己

发明的电子管弗莱明“阀”申请

了专利，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

一只电子管的诞生，世界也从这

里迈向电子时代。

约翰· 安布罗斯· 弗莱明是英

国电机工程师、物理学家，以发

现右手定则、发明二极管、真空

管而闻名。

1882年，弗莱明曾担任爱迪

生电光公司技术顾问。1883年，

为了寻找电灯炮的最佳灯丝材

料，爱迪生做了一个实验。他在

真空灯泡内的碳丝附近放置了一

块金属铜薄片，希望它能阻止碳

丝的蒸发。实验结果使爱迪生大

失所望。但在实验过程中，爱迪

生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

象：当电流通过碳丝时，没有连

接在电路里的金属薄片中也有电

流通过。后来，人们将这一发现

命名为“爱迪生效应”。

弗莱明对这一现象非常感兴

趣，回国后，他对此进行了一些

研究认为:在灯丝板极之间的空间

是电的单行路。他坚信，一定可

以为爱迪生效应找到实际用途。

1896年，马可尼无线电报公

司成立，弗莱明被聘为顾问。在

研究改进无线电报接收机中的检

波器时，他就设想采用爱迪生效

应进行检波。弗莱明在真空玻璃

管内封装入两个金属片，给阳极

板加上高频交变电压后，出现了

爱迪生效应，在交流电通过这个

装置时被变成了直流电。弗莱明

把这种装有两个电极的管子叫作

真空二极管，它具有整流和检波

两种作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

只电子器件。弗莱明将此项发明

用于无线电检波，并于 1904年 11

月16日在英国取得专利。

可以说，弗莱明发明的“真

空二极管”是人类电子文明的开

端。但如果只有二极管的话，人

类也许只能停留在电子时候的开

端阶段。所幸的是弗莱明的工作

为一个叫德弗雷斯特的人所发

展。1906年，德弗雷斯特在二极

管的基础上发明了三极管，使电子

管才成为能广泛应用的电子器件。

1906年，德福雷斯特在重复

弗莱明的实验时，突然灵机一

动，他把一根导线弯成“Z”

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安装到

灯丝与金属屏极之间的位置，形

成电子管的第三个极。德福雷斯

特极其惊讶地发现，“Z”型导

线装入真空管内之后，只要把一

个微小的变化电压加到它的身

上，就能在金属屏极上接收到一

个与输入信号变化规律完全相

同，但强度大大增强的电流！德

福雷斯特马上意识

到，这表明第三个

电极对屏极电流有

控制作用。这个发

现非同寻常，因为

只要屏极电流的变

化 比 信 号 的 变 化

大，就意味着信号

被放大了，而这正

是许多发明家梦寐

以求的目标。真空

三极管就这样诞生了，使人类第

一实现了电信号的放大，为无

线电话通信奠定了基础。它的

诞生，是人类通向信息时代之路

上划时代的大事。

现在，随着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

广泛运用，各种电子管渐渐退出

了历史舞台，但谁也无法抹杀他

们在 21世纪电子科技发展史中的

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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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嬰兒長發濃密
吹幹竟需一小時

新加坡一名婴儿出生时便拥

有一头秀发。因为小家伙的头发

太过浓密，甚至被路人怀疑戴了

假发。

这个名叫希瑟•瑟娜(Heath-

er Serna)的女婴头发天生长得浓密

旺盛，才出生几个月大，头发却

已疯长到了 6英寸(约 15.24厘米)

长，吹干头发就需要花费1个小时。

这个21个月大的婴儿喜欢摆拍，

却从不戴头巾打理自己的头发。

她一出生就拥有一头浓密的

头发，父亲亨利和母亲尼娜起初

对此并不以为意，直到路人开始

关注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家宝宝

的头发很特别。希瑟的父母每次

带她上下楼梯时，都必须努力从

一团毛蓬蓬的头发中看清楼梯才

能避免摔倒。

她的母亲尼娜•瑟娜(Nina

Serna)今年 33岁，是一名工程造

价师。尼娜表示：“有些人会问

孩子是不是戴着假发，因为他们

从未见过婴儿的头发如此浓密旺

盛。每次我们出门，她都颇受关

注。无论在超市购物，还是餐馆

就餐，甚至是在火车上，路人也

会上前打量一番。有的人因为不

好意思张口问，就想偷偷拍张照

片，不过希瑟喜欢拍照。我们也

喜欢让她对着镜头时，脸上是灿

烂的笑容，其他路人也会因此被

感染到，也露出暖暖的微笑。”

尼娜觉得，希瑟在渐渐长大，

关注度也该随之降低了，但目前

她仍是个小焦点。

牛！英14歲男孩倒賣土地淨
賺1700萬元

英国萨默塞特郡汤顿市 14

岁的男孩哈维•米林顿(Harvey

Millington)自 2015 年 3 月开始售

卖税单提醒光盘，共赚 10 万

英镑(约合人民币 85 万元)。之

后，他将这笔钱作为启动资

金，购买土地进行转卖，又赚

得 200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1700

万元)。

据悉，在父亲的帮助下，

哈维 13岁时就已经制作了上千

张纸质版税单提醒光盘，贴在

汽车挡风玻璃上，旨在提醒人

们交税日期。他还买了一辆梅

塞德斯智能小汽车进行广告宣

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以

每张 4英镑(约合人民币 34元)的

价格，共售出近 2.5万张纸质版

税单提醒光盘，轻松赚得 10万

英镑。

获得资金后，哈维用4万英

镑(约合人民币 34万元)购买了 3

英亩(约 1.2 公顷)的土地。不久

后，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向哈维

出价 200 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

1700万元)，表示想购买这块土

地。哈维说：“起初，我并不

确定他会出价多少。但是，他

来时却带来了 200万英镑。这对

于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没有理由拒绝他。”

哈维的父亲表示，儿子

聪明能干，脚踏实地，是一

名伟大的商人。而他接下来

的投资目标将会转向卡丁车

市场。

嚇破膽！
泰國一校車內驚現3.7米長眼鏡蛇
泰国曼谷的一辆校车内惊

现一条近 12英尺(约 3.7米)长的

眼镜蛇。从网上公布的视频来

看，司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发

动机罩，在动物救助人员的帮

助下“救”出了躺在里面的眼

镜蛇。

据悉，当时校车停在曼谷

的一座公园内。路人撞见了这

条眼镜蛇，并看见它缓缓地爬

进了校车的发动机里。校车内，

司机坤•维特哈雅(Khun Wittha-

ya)正准备载着12名学生去上学。

他说：“当有人告诉我发动机

里有蛇时，我整个人都震惊了。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

况。于是，我第一个下了车，

让学生们跟在我后面。他们知

情后，反而觉得很有趣。”

随后，动物救助人员赶

到，用绳子锁住眼镜蛇的喉咙，

将其从发动机内“救”了出来。

泰国动物保护部门表示，蛇是

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要尊重

并保护它们。目前，他们已经

将这条眼镜蛇放归大自然。

英監獄系統再亮紅燈
囚犯公然用繩傳遞違禁品

在英国伦敦苦艾丛监狱附近

的一所医院中，一位职工拍下了

一段令人震撼的视频短片。视

频中，一名监狱囚犯爬出窗外，

用绳子拴住一个装有违禁品的包

裹，将其递给另一名囚犯，而后

第三名囚犯也出现在画面中，从

窗外接过了包裹。该短片的曝光

加剧了英国监狱系统的安全危机

。

这位不愿透露身

份的医院职工称，

他于正午时分不经

意地向监狱方向瞭

望，却惊讶地看到

有人从窗户爬出，

便录下了这段长达

一分半的视频。他

说：“在男子监狱

区，第一个人将包

裹甩到楼下，第二

个人再用同样的方

式将它传给第三个

人。包裹里可能是

手机或者烟草，也

可能是色情影片。”

这位拍摄者在目睹

这一切后感到非常不安，并感

叹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周围的安保人员都去哪了？”

此前，英国监狱的安全

问题层出不穷，已经引起广泛

关注。不久前，伦敦本顿维尔

监狱的两名囚犯用金刚石刀具

撬开监狱窗户完成越狱，并

将人体模型放在床上以防被狱

卒察觉。而贝德福德监狱则有

200余名囚犯发起了一场严重的

暴乱。

英国司法部的发言人称，

监狱的暴力和违纪行为已经到

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他们将对

全英的监狱系统进行一次全面

整顿，增加 2500 名监狱警察以

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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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再抱怨德州沒有好風景了，4 月和 5 月初，德州
大地還是壹派鳥語花香。天氣涼爽舒適不說，陽光也
沒有那麽強烈，傍晚更是絲絲涼意，深夜或許還能看
看那暗夜星空。這 10 大最適合野營的地點，小編已經
為妳總結在此。如果有時間的話，趁著好天氣不妨帶
上家人或和朋友壹起去玩耍吧！
1. Big Bend National Park
       位於德州西部的國家公園，被大家俗稱為“大彎”
公園。想要體驗露營的魅力，來這裏準沒錯。這裏有
超過 4000 種動物昆蟲，甚至還有僵化的恐龍骨頭。如
果想玩皮劃艇，這裏也能滿足妳！
2. Big Thicket National Preserve
      德州南部的“大峽谷國家公園“是居住在南德州人
的首選。在那裏，只有少數幾條路線可以通往公園，
但是只要到達目的地，壹定會忘記生活在都市裏的煩
惱。這裏有獨木舟、徒步遠足、自行車和馬兒。想想
是不是就很自由自在？
3.Colorado Bend State Park
      科羅拉多州立公園位於奧斯丁西部只有壹個半小
時的距離，是愛好野營者的熱門聚集地。主要景點為
壹個高達 65 英尺的 Gorman 瀑布，全年不停。同時，
這裏還適合遊泳和山地自行車。
4. Padre Island National Seashore
      沿著墨西哥沿線露營是壹種特別的體驗。這裏有沙
灘、海洋，如果喜歡大海的話壹定要來這裏玩玩。如
果運氣好，沒準還能看到海龜寶寶第壹次入海的新奇

場景。
5.Davis Mountains State Park
      德州西部的戴維斯山國家公園是最能展現德州特
色的公園之壹。如果妳喜歡騎馬，這裏有專門的騎馬
路徑，最高可達 5,700 英尺。這裏還是觀鳥和夜晚賞
月色的好去處。
6. Caprock Canyons State Park
      Caprock Canyons 位於德州北部，離開 Amarillo 只
有 100 英裏，卻水草豐美，野生動物尤其多。看美洲
野牛不用去黃石，Caprock Canyons 就有哦！

7. Palo Duro Canyon State Park
       Palo Duro Canyon 位於德州北部，被大家稱為德
克薩斯的大峽谷，除了露營以外，這裏還可以騎馬、
徒步、騎車，感受壹下秋季紅葉與變色崖壁相映成趣
的美景。
8. Inks Lake State Park
       Inks Lake State Park 位於 Texas Hill Country，獨特
的地貌加上清澈的 Inks Lake 湖水，使它成為了奧斯汀
周邊秋季野營的最佳去處。長長的徒步道繞湖壹周，
深入到Hill Country最美的腹地，湖水微涼，適合劃船、
遊泳、釣魚、潛伏，有膽量的小夥伴還可以在湖邊的
巨石 Devil's Waterhole 上玩壹次跳水。
9. Lake Bob Sandlin State Park
       Lake Bob Sandlin State Park 位於德州東北部，是冬
天觀賞白頭鷹的絕佳去處。另外 Lake Bob Sandlin 也很
適合釣魚，出了名的盛產斑點鱸魚。
10. Ray Roberts Lake State Park
       Ray Roberts Lake State Park 是達拉斯北面壹個占
地 3000 英畝的大型水庫，內有數十英裏長的沿湖走
道，以及野營專區。這個公園最大的亮點，是幹凈的
湖灘和豐富的水上活動，站在湖灘上看著望不到盡頭
的湖水，和水面上劃船、遊泳、釣魚的人，感覺就像
到了海邊。
       生活在德州的好處就是，既有城市的繁華，也有
自然的寧靜，忙碌了大半年的妳，是時候出去走走，
呼吸壹下新鮮空氣啦，收拾收拾這就計劃起來吧！
( 達拉斯消費指南 )

 德州 10 大露營佳地大推薦！趁著夏至
未至，去遠離城市之地露營看星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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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卡又營養的草莓，自是年輕朋友的心頭好，
U-Pick Farm裏自己采摘的沒有殺蟲劑和激素的草莓，
更是營養翻倍。雖說草莓喜溫涼，盛產在加州和佛州，
德州並不是主戰場，但仔細搜索，原來在 Plano 附近，
仍舊有“大隱隱於市”的草莓自采農場。德州的草莓，
多在四月末五月初綴滿田間，攜家帶口的朋友們，快
趁春光正好，向“農家樂”進發吧！
Storm Farm
地址：3010 South Bowen Rd, Arlington, TX 76258
時間：周二、周四  3pm － 6pm，周六  9am － 6pm，
周日  2pm － 5pm
電話：(817)-602-0668
網址：http://www.storm.farm
費用：無入場費，每磅 $8, 提供容器；
停車：有提供停車位，費用為 $5
農場離 Plano 不過 40 多分鐘車程，對於想出門踏青嘗
個鮮的朋友來說，不失為迎接周末美好時光的極好選
擇。
來自德州小鎮 DeSoto 的 Johanna Storm，畢業於德州農
工大學，曾在達拉斯植物園追逐著自己的專業夢想，
後來，盤下了關門多年的 Dalworthington Gardens，理
論結合實踐，打造出全新的 Storm Farm。Johanna 躬行

隴墾，讓理想的種子，耕耘出現實的碩果，而這田間
地頭，也結滿了紅艷香甜的草莓。
Storm Farm 草莓田面積約 5 英畝左右，不加激素和化
學肥料，不使用除蟲劑，讓妳采摘的草莓，原汁原味，
壹切只道是自然。穿行在溝渠中，摘下妳中意的草莓，
放入筐中，最後稱重即可。四月起，每磅雖需花費 $8
美元購買，卻能讓妳的笑容，如筐中的草莓壹樣香甜。
這也是小朋友接觸自然的好機會。兒時穿越在田間渠
畔的自由記憶，或許會沈澱為成人心中對自然的謳歌，
對土地的感恩，對生活的從容。達拉斯本地的攝影師
Megan Nelson，就以 Storm Farm 為背景，為田間嬉戲
的孩童，來了壹個寫真集。田間忙碌後，勞動的果實，
稍作加工，就能成為“美味顏值雙在線”的佳品，選
好濾鏡，包攬妳壹天的 ins ！加入莓果、燕麥和酸奶的
人氣 aci bowl, 妳和 ins 網紅，只差壹筐草莓的距離。
采草莓小貼士：
當然，“草莓只甜有準備的人”，壹些采摘草莓的小
貼士，能讓妳的“農家樂”體驗，回味無窮 !
1：“德州草莓四五月，當下便是采摘時”，由於積
溫和光照原因，緯度越靠南，草莓紅艷成熟的越早。
四五月份是德州草莓的盛季，錯過就得等壹年！
2：“挑選時機，晴天最佳”，草莓喜光不耐澇，若采

摘前陰雨連連，地裏就只剩下枝折果落，而若為連續
大晴天，表皮積攢的糖分多，就呈現“豐收的猩紅色”
3：“草莓田間開無主，可愛猩紅非粉紅”， 切斷根
莖的草莓，沒有了營養的臍帶，不會再發育生長，為
了儲存，采摘偏青或粉中帶青的草莓，只會弄巧成拙。
通體紅艷、果形飽滿，蒂托帶白的草莓，乃是草莓界
“壹等壹”的美人兒，品相口感最佳 。
4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早去的人兒草莓多”，否則“日
上三竿”，成熟的果實，早已放上他人的餐桌，而正
午的驕陽，也讓美白，功虧壹簣。
心動的盆友，快早早計劃起來吧，不然晚了，人去田
空，草莓不再！當然如若妳怕 Storm Farm 人潮擁擠，
也可以去另壹家路程稍遠，規模較小的，位於 Hunt 
County 的，叫做 H Strawberry Farm 的 U-Pick 農場哦！
( 達拉斯消費指南 )

紅艷欲滴的草莓早已滿綴枝頭！
達拉斯采草莓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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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最美的自然風景，
不來國家公园看一看嗎？

      美 國 壹 共 有 超 過 400 個 國 家 公
員，其中 117 個公員需要收取門票，
其 他 大 多 數 公 員 都 是 免 費 對 外 開 放
的。而這次免門票，就是針對這 117
個收費公員啦，包括加州大熱景點的
優勝美地、死亡谷等國家公員！這些
收費公員的門票在 $3-30 美元不等。
     免票內容包括人員門票、車輛進
入門票、商業講解費用。其他由第三
方收取的預訂、露營、導遊等費用不
包 括 在 內。 附 上 2018 年 全 年 國 家 公
員免票日期表供收藏，為以後計劃出

行旅遊做準備
•1 月 15 日，馬丁路德金日
•4 月 21 日，國家公員周的第壹天
•9 月 22 日，國家公共土地日
•11 月 11 日，老兵日
     除此之外，所有 4 年級學生可以
通過 Every Kid in a Park 項目獲得免
費門票，所有現役軍人和永久殘疾人
士隨時都可以獲得免費門票。
德州及周邊國家公員推薦
Padre Island National Seashore

坐標 Texas，水清沙白的漂亮海灘，

連洄遊墨西哥灣的海龜們也喜歡在這
裏產卵。本周六來，可以省掉 $10 壹
輛車的門票。
Big Bend National Park

坐標 Texas，德州和墨西哥交界的大
本國家公員，想壹次就體驗山巒戈壁
沙漠大峽谷？來這裏就對了！而且本
周六來，可以節省掉 $25 壹輛車的入
門費。
Guadalup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會 當 淩 絕 頂， 壹 覽 眾 山 小。 作 為 全
美 保 護 最 好 的 二 疊 紀 化 石 礁 體 群，
Guadalupe（ 關 達 鹿 陪 ） 的 每 壹 塊 石

頭，都在講述著關於地質變遷的史前
神話。本周六來，可以省掉 $5/ 人的
門票。
White Sands National Monument

坐標新墨西哥州，絕美的白沙景觀，
本周六來，可以節省 $5/ 人。
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坐標北卡和田納西州交界，盛產黑熊
和瀑布的大煙山（也叫大霧山）是美
國訪問人數最多的國家公員之壹。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坐標加州，大名鼎鼎的優勝美地，小
溪、瀑布、石山、叢林，景色像變化
的萬花筒；攀巖、騎車、徒步、露營，
享受美景的玩法千萬種。
Sequoia & 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

坐標加州，是看紅杉樹的好地方，這
裏的巨樹實在是太令人震撼了，遊客
放佛變身指環王裏的霍比特人，迷失
在童話世界中。
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

坐標加州、內華達州交界，大名鼎鼎
的死亡谷國家公員，特色沙漠景觀，
伴隨著盛放的野花，別有壹種韻味。
關於公員開放時間以及 camping 許可
的詳細信息，請小夥伴們前往 www.
nps.gov 查看。
( 休斯頓消費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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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曼公園、萊斯大學 . . . 推薦幾
個休斯頓適合拍照的好地方！
趁著周末陽光正好，來了場說走就走的 Houston

之旅。對 Houston 的第壹印象很好，寬寬的幹凈的街
道，大片大片的綠草地，湛藍的天空，溫暖的陽光，
Houston 真的是壹個超級適合拍照的地方！

接下倆就給大家推薦幾個 Houston 超適合拍照的
地方。

Hermann Park
Hermann Park 又大又美麗，超級多新人在中間

軸那裏拍婚紗照。
Rice University
Twilight Epiphany 在萊斯大學裏面，必看的壹個

景點，晚上還有燈光 show。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超適合拍照的地方，壹

個是 Chapel of St. Basil, 還有壹個是 Link Lee。
Montrose District
強推下 Monrose District, 不僅有超級好吃的早午

餐，還有很多塗鴉網紅墻，很有逼格的壹條街。
網 紅 墻（Emerson Rose Wall：1637 Westheimer 

Rd.）
 Discovery Green & Toyota Center
壹大早，趁沒什麽人的時候去 Toyota Center，

不僅僅能拍到很棒的火箭隊的球場照，還可以拍到市
中心，景很不錯。

Space Center Houston(NASA)
來 Houston, NASA 是個必去的地方，值得註意

的 是，NASA 的 tram tour 分 30 min 的 tour 和 90 
min 的 tour，記得看清標誌再上車！

建議直接參加 90min 的 tour，可以參觀 NASA 的
控制室、宇航員模擬訓練中心和火箭公園，每個地方
參觀 30min 左右。NASA 就是壹如既往的酷炫，隨便
拍拍都很有氣場。

BAPS Shri Swaminarayan Mandir
超級宏偉壯觀的印度教神廟，也是在這裏，拍出

了此次 Houston 之行超讓人滿意的照片。真的是拍照
聖地。

( 休斯頓消費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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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底，淡出觀眾視線有段時間的央視“名嘴”周
濤，“突然”以“話劇演員”身份來到南京，在保利
大劇院連演了兩場話劇《情書》。揚子晚報紫牛新聞
記者對她進行了面對面采訪。
2016 年離開央視，周濤調入北京演藝集團擔任首席演
出官。曾 17 次主持央視春晚，擔任過奧運會開幕式
現場解說，主持過的大大小小盛典也是無數。因為端
莊大氣、親切自然的主持風格，在很多觀眾心中周濤
已是春晚的壹部分。
       采訪中她告訴記者，不主持春晚後，年三十晚上，
她都會堅持看完春晚才睡覺。周濤擔任央視文藝中心
副主任時做過幾十臺節目的監制和制片人，所以在春
晚之外，我們還聊了聊如今流行又火爆的綜藝節目，
也聊了話劇，甚至還聊了她 50 歲的少女感。
離開央視後， 以壹個新身份“話劇演員”重回觀眾眼
中
      約好了上午 10 點半在酒店，周濤很準時地出現
了，壹襲黑衣戴了頂黑色棒球帽，未施粉黛。因為前
晚有演出，休息很遲，似乎還有些疲憊，但當話題切
入此次演出的話劇《情書》時，那雙熟悉的大眼睛頓
時又亮了。
       不少主持人離職後做的還是相對熟悉的行業，而
周濤卻選擇了新行當——演話劇，“其實最初我學過
戲劇表演，後來陰差陽錯考到了北京廣播學院，就壹
直從事電視行業。話劇是我最喜歡的藝術形式，我心

裏也壹直還有話劇這個夢想。嗯，如果我還在央視的
話，是沒有機會做這個嘗試的。”
      周濤也告訴記者，同樣是在聚光燈下，電視節目
主持人和舞臺劇演員雖然都是在說話，但真的完全不
同。她們那會上大學時非常註重訓練語言使用技術，
比如她是安徽淮南人，壹直分不清“音”和“英”的
讀音，她用壹年的時間來訓練自己，死磕這兩個字的
讀音。
    “但演話劇，不是有語言使用技術就行的，在臺上
說出來的並不是周濤生活版的舞臺話，而是表演另壹
個人，如何把我的個性特點帶到這個人物的表達裏，
真的非常難。搭檔孫強教會了我‘如何說人話’”。
被孫強贊“對話劇舞臺的悟性非常強”時，周濤特
別不好意思地把頭埋得快到膝蓋了，手裏壹直在纏絲
巾，嘴裏喃喃地說“沒有、沒有”。
       而且最讓她沒想到的是，演話劇居然能減肥，排
戲壹個月，她瘦了 4 斤多。隨後《情書》啟動全國巡
演，基本上，在壹個城市待 2 天，南京是第六站，這
種經歷也是她之前沒有的。
      也有人說，這次周濤玩了個跨界，但周濤不這麽
認為。她告訴記者，在南京的第壹天，和南京的老朋
友吃飯，他們都評價說周濤真勇敢，現在幹的竟是 20
多歲年輕人的事。
    “我想想他們這麽說也對，雖然我已不在做夢的年
齡，但人生真的特別有限，時間過得很快，在我這個

年齡回頭看，尤其覺
得快。如果能努力實
現人生夢想，還是盡
量多地去實現。演話
劇 不 掙 錢， 也 不 出
名，不像我以前分分
鐘做壹臺電視晚會，
在央視的話，收視率
再不好，也有幾千萬
上億人看的，而我這
演 壹 站 話 劇， 觀 眾
坐滿了才壹千多人，
還要跑那麽多城市，
每天去演，但這是我
的壹個夢想，我把舞
臺 劇 變 成 了 我 生 活

中的現實，我願意為它付出。”
   “我演話劇不是壹種跨界，’跨界’這兩個字用在
這裏有點輕了，對我來說這是壹個致敬，致敬我年少
時的夢想，致敬我最喜歡的藝術形式，我能夠參與它，
這個遺憾對我來說就沒有了。”
      周濤告訴記者，後面還會不會演話劇，她還沒想
過。演話劇的壓力真的很大，因為“藝無止境”，每
次演完回到酒店，她都久久不能入睡，會把當天舞臺
上的過程在腦子裏再捋壹遍。
      周濤可以說屬於壹帆風順的那種女孩子。從小學、
中學，到進入北京廣播學院學新聞，到進入北京電視
臺擔任播音員、主持人，然後調入中央電視臺接替倪
萍擔任《綜藝大觀》第三任女主持人，主持國慶晚會
和春晚。
      她告訴記者，自己從小就是那種特別乖的女孩，
是老師眼裏最乖的好學生，老師不讓做的就堅決不

17 次主持春晚，周濤
以新身份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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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她也沒有跟任何男孩傳過紙條，搞過曖昧。她還
向記者自曝了壹段糗事，曾經有個男孩給她傳過紙
條，“我很嚴肅地跟他說，妳拿回去啊，要不然我就
交給老師了。”說完這些，周濤哈哈大笑，現在想起
來依然覺得好笑。
      周濤評價自己比較晚熟，所以就特別羨慕話劇
《情書》中陸佳佳和張亮平之間的那種小悸動，“他
們還會壹起出去玩，而我從來沒有過啊，現在回想壹
下，嗯，我上大學之前都沒跟任何壹個男孩去公園裏
玩過，甚至都不太說話。當然了，這也跟那個年代有
關，小男孩小女孩之間的小互動小懵懂啊，我這兒完
全沒有經歷過，而現在我有機會去演這種懵懵懂懂的
感覺，就覺得也很美好啊。”
      說到這些，周濤很過癮地表示，其實陸佳佳這個
角色的人生進程中，跟她本身沒有任何重合點，包括
性格，所以成為壹個演員，才發現這個職業真的特別
有魅力，“舞臺能夠讓妳在自己的人生裏活出別人的
經歷，這種體驗太難得了，也是我在主持生涯中所沒
有體驗過的。 ”
主持了 17 次春晚，感慨如花的年齡碰到了如花的事

業

      既然已被觀眾認為是春晚的壹部分，那麽周濤離
開春晚後，會變成春晚的觀眾嗎？周濤告訴記者，離
開後就有時間看春晚了，像今年春晚，全家都睡了，
她還壹個人堅持看到最後，“畢竟我對這個項目有感
情，17 次主持，其中 16 次是連續的，後來 2006 年春
晚我又回去了壹下。17 年的時間裏，我都在那個場景
裏。”
      感慨之余，周濤不自覺地回憶起那些熟悉的場景，
她說，年三十那天，她會習慣性地看時間。說話間她
擡起手臂看表模仿道：“咬，5 點半了，頭發差不多
做完了，下面該化妝了”，“7 點了啊，該換衣服了。

恩，再過壹會，咬，主持人該候場了，演員們該準備
了，誰從 4 號門進來，誰該從觀眾席裏出現，還有導
播開始檢查了，壹號機、二號機……”跟記者比劃時，
周濤還快速地打了個響指，“嗯，所有這些，真是太
熟悉了”。
      她總結說，除了 17 次主持春晚，還有其他大大小
小的節目，都在那種氛圍下完成。她低下頭，摸了摸
自己的手心，“嗯，這些環節，熟到像在數我手心裏
的紋路。聊到每年春晚公布主持人名單，不少觀眾都
會日常思念壹下周濤時，她說：“哎……這對我來說，
真的是特別榮幸的壹件事，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別人
記憶中的壹部分，所以，真的，我特別感激中央電視
臺，感激這些年，我也吃過很多苦，付出過很多，但
很值得，畢竟不是每個人付出了都能有收獲。恩，我
們在中國廣播電視最好的時候，也是在我們最好的年
齡開始做電視，如花的年齡碰到了如花的事業，這就
是人生最大的幸運。真的，如果缺壹個，都稍微覺得
遺憾。”
      回憶過往的這份榮耀和積澱，周濤說，她經過了 3
年的北京電視臺，21 年的央視，總共 24 年的電視生
涯，真的好長。“回憶起來覺得好短，說起來也覺得
好短，但這是我人生的壹半呢，從我的第二個本命年，
到我的第四個本命年，我人生最美好的壹段時間，給
了電視。這是什麽輪回，現在想想，過得很快。”
      電視和網絡平臺邀約不斷 ，但做減法的年齡不想
長袖善舞
      周濤曾經主持過很多綜藝節目，而當下衛視和網
絡的綜藝節目火爆，又花樣頻出，周濤還會不會繼續
關註綜藝節目呢？“我不像普通觀眾那樣追著看，我
的視角更多的是業內吧，我會看很火爆的電視節目或
者是網綜，像《中國有嘻哈》什麽的，我主要是看他
們通過什麽拿到了那麽高的流量。”周濤說，基本上

看壹下就知道這些節目的套路，是靠什麽打動年輕觀
眾的。
周濤離開央視後，自然也接到了很多類似節目的邀

請，不過周濤是拒絕的。

      她的考量是，畢竟她已在觀眾心中有非常強烈而
鮮明的主持風格定位，這個定位很難被打破，如果換
個節目去主持，反差太大的話，觀眾估計會覺得陌生，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也不認為我能完成得特別好，
所以我不太會輕易接這類邀請。”而嘗試做話劇演員，
是壹個全新的身份，觀眾應該沒有先入為主的概念。
那如果換個身份，以綜藝節目制片人等身份去打造壹
個全新欄目呢？周濤也很堅定地表示，到了她現在這
個年齡，主要是做減法，而不是加法，畢竟精力和時
間都有限，只想用在最想做的事情上，而不是長袖善
舞。
      不過她也沒全然拒絕電視節目，她向記者透露了
壹二，其實壹直有電視節目來邀請她，包括衛視和壹
些網站，但她的日程安排已經到今年九月份，如果順
利的話，有可能下半年，她會騰出壹點時間在電視平
臺做節目，有兩個壹直在談的項目，都還在策劃當中，
但時間表還沒定。
50 歲的少女感？ 沒有也不向往，享受現在的年齡和

狀態

      此次出來巡演了壹圈，很多觀眾和網友驚嘆地說，
從 50 歲的周濤身上看到了少女感，這是怎麽回事？！
坐在記者面前的周濤，確實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很
多，但是周濤驚訝之余也很無辜地說：“其實我身上
沒有少女感，而且我也不向往少女感。”
    “跟我接觸過的人，他們會覺得我溫暖，像姐姐，
現實中，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管我叫濤姐。少女
是需要被呵護和關愛的，而我會很不自覺地去照顧別
人，所以我經常說我有點自帶媽媽體質。”周濤怎麽
都不肯承認自己還少女著，“而且我在內心也不向往
少女感，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其實我是壹個少女的媽
媽，我很享受我現在的年齡和現在的狀態。”
      因為這次《情書》裏面，周濤飾演的女主角，人
生跨度是從少女到中年的，所以周濤分析說，估計不
少觀眾看了劇之後感受到了壹些所謂的少女感吧。她
也坦言：“其實，這部戲我演到後面會更自信壹點，
因為妳知道吧，在舞臺上‘老演少’是很難的，演得
不好，會讓大家覺得很難受和尷尬，但我又沒辦法回
避，導演又不能用兩組演員來演，所以我們倆只能從
少年演到中年。”
      所以周濤自己在演的時候是心生壹點畏懼的，既
然大家都感受到了那份少女感，她很自知地說，不是
因為她長得年輕，以及還有那個體態，而是她在詮釋
少女的那份小眼神或小動作感覺對了，“所以觀眾才
忽略了我的年齡跟這個角色的差異，不過，這也說明
我努力了。哈哈，如果下了舞臺，大家還是這個感覺，
嗯，那可能是遺傳，因為我的父母看起來也顯得比實
際年齡要小。”
( 揚子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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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不 起 劉 若 英 ， 妳 的 導 演
處 女 作 不 及 格 ！

「後來的我們什麽都有了，卻沒有了我

們。」相信最近大家都被這句話刷屏了，

產生“想看”或“必看”的心情，《後

來的我們》貓眼“想看指數”超過 82

萬破了紀錄，預售成績破億創了愛情片

紀錄。這勢頭比《復聯 3》還猛，更別

提同檔期的懸疑商業片賣座擔當徐崢、

新晉金像影後毛舜筠、貪玩藍月別忘本

的張家輝的新作。

這就是讓人出乎意料、期待值飆升的

《後來的我們》。要說期待值在哪，看

看主創團隊就知道。有五月天《後來的

我們》、田馥甄《愛了很久的朋友》、

陳奕迅《我們》的宣傳，占據港臺情歌

屆的半壁江山。有拍出過《花樣年華》、

《刺客聶隱娘》、《太陽照樣升起》，

和王家衛、侯孝賢、姜文這些作者導演

親密合作的攝影李屏賓。還有剪輯《推

拿》的孔勁蕾、《踏雪尋梅》的廖慶松，

兩位金馬獎常客。

當然最大的招牌是劉若英自己，我們都

看過《少女小漁》，聽過《為愛癡狂》，

還記得《粉紅女郎》是條姐小時候火速

完成作業的奮鬥目標。我們都親切地學

陳升叫她奶茶。繼而，十分期待她拍出

壹部甜而不膩、回味無窮的愛情片處女

作。

然而，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抱著超高

期待值第壹時間買票卻失望而歸，條姐

想給各位正壹正預期。這絕對不是壹部

天才導演處女作，而是壹部大型 MV 般

的情歌型電影。往後即便票房可能會很

高，10 億，20 億，30 億，但分數已經

以不可避免的下滑趨勢走去，從早上的

7 分，6.9 分，6.8 分，6.7 分，甚至更低。

先說說這個故事。這是壹個北漂故事，

林見清（井柏然飾）和方小曉（周冬雨

飾）兩個異鄉人在北京打拼。從 2008

年到 2018 年，用每年的春節作為節點

記錄他們感情的變化，類似《壹天》的

模式，記錄他們的分分合合。打拼十年

的畫面是彩色的，終歸沒有走到壹起的

2018 年是黑白的。意為失去妳的世界，

不再有彩色。

論觀感，覺得它像 MV 的肯定不止條姐

壹個。電影要求完整的敘事，但 MV 只

需要片段式地交代劇情。《後來的我們》

屬於後者。先是兩人火車上邂逅，然後

開啟了略有好感的曖昧期，小曉在不停

地吊金龜婿，見清是底層創業的鳳凰

男，終於兩人開始了擠在隔斷間的情侶

生活，最後被現實打倒各奔東西，又在

功成名就的時候悔恨當初。

熟不熟悉？這些標簽化的北漂劇情，別

說新鮮感，我們也是看了百八十次了。

這是套路，算不上缺點。真正的缺點是，

它忽略了因果轉折的細細鋪墊，直接五

雷轟炸，劇情轉折的生硬，暴露了壹個

新人導演的不成熟。可不嘛？想讓他們

分手就分手，想和好就和好，想讓妳事

業爛的像泥潭，也可以讓妳瞬間飛黃騰

達——大大地降低了故事的可信度。

唉，怎麽說？仿佛手裏只有四個 2 和王

炸，其他牌不存在的。更 MV 化的，是

把觀眾轟得涕泗橫流的金句。壹首歌需

要壹兩句朗朗上口的歌詞，但轉接到電

影上真的很容易出錯！

挑幾個印象深刻的吧。熱戀的時候說：

“幸福不是故事，不幸才是，所以我不

希望我們之間發生故事”。回憶的時

候說：“如果當初我們沒有分手，那我

們之後也會分手。如果當初我們沖動領

證，那現在已經離婚很久。如果當初妳

壹夜暴富，那妳已經有十個小三。如果

我們能堅持到最後，那妳就不會事業成

功。”

重逢的時候說：“I Miss You 不是我想念

的意思，是我錯過妳的意思。”這已經

不是老梗的問題，而是為什麽大家拍電

影總是不愛說人話？這些金句很好，觀

眾看了想記小本本，宣傳公司看了想直

接用來做文案，但唯獨不像人說的話！

這壹點，劉若英比起她的師傅張艾嘉就

有很大壹段差距。同樣是說愛情，壹句

“以後不要王太太坐這個車子”就比那

些排比句子，高出十倍威力。唉，攝影

雖好，但逃不過 PPT 電影的命運。敘事

不佳、臺詞亂用，但《後來的我們》不

是壹無是處。

它的淚點，靠演員的演技托住了。周冬

雨的倔強、井柏然的執拗，都很感染人，

唯獨多了些歇斯底裏，少了點生活本真

的味道。而這壹點，在田壯壯老師飾演

的林父身上，找到了平衡。

年夜飯上慣性的等待、不會操作遙控器

的笨拙、準備粘豆包的常態孤獨 ... 如

此壹個父親形象，就是中國千千萬萬

個父親的縮影。也是影片最接地氣的地

方。這也是為什麽裏頭的愛情戲不壹定

戳中妳，但親情戲壹定會。片尾林父寫

信說：“緣分這件事，彼此不負就夠了，

但人啊，想不負此生真的很難。”壹席

話，瞬間勾起《CMBYN》甜茶父親的形

象。醍醐灌頂。

《後來的我們》的票房成功不立於劉若

英的導演才華，而立於電影營銷公司的

吹捧，也難怪觀眾期待太高接不住。打

壹句不恰當的比喻，我們沖著《甜蜜蜜》

去，妳卻給我《北京女子圖鑒》，這合

適嗎？

友情提示，片尾有兩個彩蛋。壹個是路

演粉絲合唱《後來》，壹個是粉絲參與

寫自己“錯過愛，對不起”的互動活

動——2 個彩蛋很好的對標了電影的受

眾，歌迷粉絲和情感號受眾。但抱著看

驚艷處女作來的，得說句抱歉。劉若英

的導演處女作，只能說不及格。

( 電影頭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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