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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这对翁婿因为什么事把
关系搞僵了。我看出馨馨姐既爱爸爸
也爱丈夫，却无法调和两个人之间的
矛盾，她为此很苦恼。
一天晚上将近九点时，萧伯伯回

了他的卧室，我和馨馨姐、常生哥三
个人在客厅看电视。馨馨姐想看一部
电视剧，常生哥想看一部有关“海峡
两岸”的专题片，两个人互不相让，但
是属于年轻夫妻间的那种笑闹，馨馨
姐带着明显的撒娇的样子。我笑着看
他俩抢，最后是常生哥夺
过了遥控器，打开了他想
看的节目；馨馨姐假装不
高兴，就数落常生哥霸
道。这本来是少妇对丈夫
的嗔怪之为，未料萧伯伯
突然打开他的卧室门，对
常生哥呵斥道：常生，你
就不能让让馨馨？她是不
是你的妻子？！
这话一出，常生立时

拉下脸扔下遥控器回了
卧室。馨馨姐先是一怔，
随后朝萧伯伯叫：爸，我们的事你少
管一点儿好不好？！
有天早饭后，常生对馨馨姐说：

小馨，我今天要去看守所与一个犯罪
嫌疑人见面，时间很紧，就不开车送
你上班了，你自己坐公交车走好吗？
馨馨姐很爽快地应道：好呀，你先走
吧。不想萧伯伯这时突然插嘴道：先
把馨馨送到上班的地方再去见嫌疑
人不行呀？会见嫌疑人有那么急吗？
让馨馨去挤公交车你就那么放心？！
他这话一讲，常生哥的脸上就有些挂
不住，好在馨馨姐急忙打圆场说：爸
你放心，我坐公交车上班没问题呀，
常生有事，让他快开车走吧。说完，忙

把丈夫推出了门。
有天下午下班时，馨馨姐所在的

建筑设计院给她分了一袋大米和一
桶花生油，她打车拉到了楼下，打电
话叫我下去帮她拿。东西拿上来让萧
伯伯看见了，萧伯伯见馨馨姐提着一
桶花生油气喘吁吁的样子，心疼地
问：常生哩，怎么不叫他开车去拉回
来？馨馨姐答：他晚上有个饭局，回不
来，我便自己打车带回来了。萧伯伯
脸就阴得很重。那晚常生在外参加完

饭局回来刚一进门，萧伯
伯就冷冷地开口：常生你
只管自己吃喝，根本就不
知道心疼馨馨，让她提那
么重的东西回来！一句话
说得常生满脸愕然和不
快，馨馨姐闻言忙跑出来
说：爸，我拿那点儿东西不
累，再说常生参加今晚的
饭局也是为了工作。说完
就把常生拉进了他们的卧
室。
我知道萧伯伯心疼自

己的女儿，但我觉得他的做法有些欠
妥。什么事都护着女儿，这会令女婿
不高兴的。有天我陪他来万寿公园散
步时，轻声说：萧伯伯，按说对你们的
家事，我不该胡乱插嘴，但俺们河南乡
下有一个规矩，我想给你说说，不知你
愿不愿听听。他问：啥规矩？我说，在俺
们那儿，当岳父岳母的，心疼女儿的最
好办法是心疼女婿。岳父岳母对女婿好
了，女婿自然会对他们的女儿好。

明日关注：他听罢“哼”了一声，
显然明白了我的话意，但他随后说：
对这个常生，我就是看不惯，对人虚
头巴脑的，把馨馨哄得团团转。我不
放心他！

这个决定我已经做出了，已经告
诉了家人，包括叔叔。无论它是否成
熟，都不可能改变了。赵腾飞追到厨房
里，无比坚定地对佟心说。
你回邑城能干什么？我回去又能

干什么？佟心转过身靠在橱柜上，喝了
一口刚榨出来的苹果汁。一场真正的
战争即将拉开帷幕，她做好了沉着应
战的准备。
我可能会考公务员，去政府工作。

你可以去中学当老师，教孩子们画画。
你不是一直都想画画吗？
回到邑城，你可以天天带
着孩子们画画，不比在设
计公司里有意义？
画什么？石膏像吗？我

的精神追求就是教一群没
天赋的孩子画石膏像？
佟心鄙夷的口气让赵

腾飞感到厌恶。她总以为
自己是那种天赋异禀的
人，是真正懂得绘画艺术
的人。她最得意的事就是
同学聚会时，大家一起帮
她回忆班主任给她的定语：佟心有着
超乎常人的绘画天赋。老师的这句话
就像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得的金牌一
样，让她平淡的人生熠熠生辉。
即便你对教书不感兴趣，也可以

过得更从容一些。不用像现在这么忙
碌，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
每周只上六节课，不用坐班，从家里
到学校步行只需要十分钟。你可以读
书，健身，或者是旅游睡觉，都可以。
难道这种生活不比现在要好吗？赵腾
飞劝道。
一幅美好的休闲田园风光。可是，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我想到的是
另一幅画：每天早上七点起床，给你们

一家人做好早餐，然后帮你妈擦洗身
体，喂她喝药，然后踩着铃声跑进画
室，给一群昏昏欲睡的孩子讲什么是
三面五调，什么是透视原理。下班之
后，先去接孩子，拉着她走进菜市场，
然后继续做饭，跟你爸妈一起看两集
电视剧。这就是我能想到的邑城生
活。
请你不要丑化邑城，邑城生活肯

定不会是你想象中那样。首先，我们不
用和父母住在一起，咱们卖了都城这

套大房子，可以在邑城买
一套更大的房子，复式甚
至是别墅，都绰绰有余。其
次，我妈妈不需要你付出
太多，我爸已经快退休了。
还有姨妈，姑妈她们，都可
以帮忙照顾。这件事情不
会压在你一个人身上。赵
腾飞以为，只要她还愿意
讨论邑城生活，就说明这
件事可以通过沟通得以解
决。
好吧，就算你说的都能如

愿。可你有没有想过哆哆？你觉得哆哆
会愿意回邑城生活吗？上个月，她开始
练习冰球，现在正热着呢。教练说，哆
哆打冰球很有天赋。如果回到邑城，哆
哆去哪里打冰球？佟心使出了杀手锏。
别再听那些教练讲什么天赋。我

小的时候还有人说我有音乐天赋呢，
结果呢？唱歌都跑调。问题的本质，不
是我们喜欢在哪里生活，而是我们更
在意什么。我妈妈帮我们把孩子带大
了，现在她病了，瘫痪在床上吃不了
饭，翻不了身。我必须回到她身边，尽
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坐这里
讨论什么精神追求，什么冰球队。

明日关注：赵腾飞失去了耐心。

《春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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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剧”顺利播出
“匪我思存”叹维权难

近日，《迷雾围城》侵权电视剧
《人生若如初相见》开播。原著小说
作者匪我思存委托律师事务所发
出风险《提示函》。目前本案处于二
审阶段，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匪我
思存表示，二审审结前涉案电视剧
没有播放的权利，“至今没拿过对
方半分钱赔偿，对方嚣张表态不和
解”。谈及自己维权之路的艰辛，匪
我思存表示“不管怎么被践踏，怎
么被侮辱，怎么被欺凌，怎么一次
又一次被人连头带脸踩过去，原创
永远都不死！”
2016年3月14日，匪我思存小

说《迷雾围城》影视版权授权合同到
期。同年3月12日，在合同到期两天
之前，侵权方宣布电视剧开机并改
名《人生若如初相见》，到期后未续
约。同年4月1日，匪我思存诉至法
院。同年9月，法院判定《人生若如
初相见》片方侵权。后该剧一直未
停止拍摄。 王讯

市博物馆将举办
古琴传习基地启动仪式

□半岛全媒体记者 黄靖斐

日前，青岛张薇诸城派古琴艺术
交流中心正式成立，将于3月18日在
青岛市博物馆举行古琴传习基地的
启动仪式，首场古琴雅集活动将特邀
唐代礼乐复原组发起人、负责人徐
戈，云雪堂古琴传习中心创办人茅毅
带领市民找寻失落的千年唐乐，感受
熠熠生辉的古乐。届时，诸城派古琴
名家也将奉上独具风格的古琴名曲。
报名时间为3月13日～ 3月17日（周
二至周六）。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礼智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老男孩》中，
刘烨成功塑造了一个不羁的“老男
孩”形象。刘烨自认非常贴近角色，
“都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到四十岁
都变成爸爸或者大叔那样的老男人，
但是我一直就没觉得自己老，生活状
态还是比较随性”。

自认非常贴近剧中角色

电视剧《老男孩》中，吴争(刘烨
饰)的不羁生活被在澳大利亚相识的
林小欧(林依晨饰)和从天而降的儿
子萧晗 (胡先煦饰)彻底改变。青春
期的儿子和桀骜不驯有点不靠谱
的老爸，彼此间爆发的强烈化学反
应，让“老男孩”吴争告别无牵无挂
的独身生活，心中渐生羁绊，同时
也一路成长。在一次次命运般的相
遇中，老男孩与林依晨也感情渐
深。
剧中，刘烨演的吴争是一个技

术很好的机长，离异后多年单身，就
如电视剧的名字《老男孩》一样，吴争
也是个典型的“老男孩”，一方面工作
出色，一方面又有很幼稚的一面。对
于吴争，刘烨自认非常贴近角色，“都
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到四十岁都
变成爸爸或者大叔那样的老男人，但
是我一直就没觉得自己老，生活状态
还是比较随性”。

曾以为考得不好而大哭

在剧中扮演吴争儿子萧晗的胡
先煦，今年加入了艺考大军。回忆当
年艺考的趣事，刘烨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会儿一共三试，复试考完之后，他
觉得自己考得不是特别理想，“我妈
跟我一起来北京考试的，我闷闷不
乐，然后母子心灵相通，我俩拉着手，
我哭，我妈也哭。但是最后三试过了，
哎呀，特高兴。还有就是考场上会发
生各种事情，那年，赵薇是跟我在三
试的时候演双人小品，当时陈坤是唱
歌，我们那年还挺有趣儿的。”
问及是否会给“儿子”“开小灶”，

刘烨表示：“建议就是放松，然后一定
要认真对待，最重要的是保持自信。
因为他有能力，是个特别好的演员。
他能够来我们剧组，是给我们的一个
巨大的礼物。”除此之外，刘烨也鼓励
广大考生：“所有人在表演上其实都
是一张白纸，只要拿出自己最真诚的
东西，最自信的一面就行了。”正值今
年艺考的关键时刻，刘烨大方分享经
验：“自己要考虑清楚，我为什么要
考，我到底要做什么，我要得到什么，
我真的爱这个职业吗？”
去年的一档《演员的诞生》，让公众

更加重视演员的演技。对于现在的年轻
演员，刘烨如此评价：“我对年轻演员有
了很多新的认识，表演还是要回归本
真，重视学校的系统训练，现在大家可
能把这个行业想得太简单了。”

成成功功塑塑造造““老老男男孩孩””形形象象，，刘刘烨烨大大方方分分享享艺艺考考经经验验

《老男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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