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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于是之这一生》
作者:李曼宜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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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表面上看，好像我俩接
近得更少了。有趣的是，在《莫斯科性
格》的戏里，是之扮演的维克多想追
求的一位女性正是我扮演的一位苏
维埃代表，但他们的恋爱没有成功，
最后苏维埃代表和一位工程师（田庄
扮演）结婚了。而在现实生活中，于是
之则“胜利”了，他的恋爱成功了。若
干年后（是之已经住院了），一位“老”
同志告诉我：“当年你俩恋爱谈成了，
把是之高兴的，回到宿舍里满地打
滚，还说李曼宜答应我
了……”不知这是真有其
事，还是“演义”。是之在
他当年的日记里写道：参
加革命一年，有两个革命
同志就这样结合了。我觉
得她更美了，我们将很快
地结婚，我估计在今年春
天。快乐的幸福的 1950
年！
1950年元旦是我们

华北人民文工团一个大
喜的日子，就在这一天，
它被正式宣告改组扩建成为一个正
规的剧院，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
们的团长李伯钊同志任院长，剧院隶
属于北京市人民政府。建院大会是在
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非常隆重。
那天到会的有朱德总司令、中共北京
市委书记彭真，以及周扬、邓拓等许
多领导同志。我们全团同志也都参加
了。大家聆听了领导同志的重要讲
话，并在中山堂外边合影留念。这张
珍贵的照片我们很多同志现在还都
保留着。
随着剧院的成立，《莫斯科性格》

的初排也完成了，只是大家对戏的质
量心中没有底。1月10日，第一次彩

排，请了一些专家来看戏。事后听说
专家提了不少意见，主要觉得戏散，
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对戏的理解还
不够深……1月11日，是之去参加了
院部及导演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
同志们除了研究这个戏存在的问题，
还决定要请专家来排戏，想请当时还
在北师大任教的焦菊隐先生来排“节
奏”，等等。领导的这些决定，我们大
多数演员是不知道的，我只记得过了
几天，在排有我上场的那场戏时，洪

深同志来了，给我们排了
一上午，大家觉得还是有
收获。过了不久，大约在1
月20日，焦菊隐先生也开
始来给我们排戏了。就
在 1月底时《莫斯科性
格》又彩排了一次，这次
仍是请那些专家来看
戏。据这个戏的译者之
一张艾丁先生回忆，第
一次彩排时，他是陪着
欧阳予倩和洪深同志来
看戏的，想听听他们的

意见。散戏后征求他们意见时，他
们只是摇头不语。后来，欧阳予倩
同志说：“唉，就那么演吧，要打分
数的话，我只给四十分。”第二次彩
排，艾丁仍是和欧阳予倩同志在一
起看戏。看完后，欧阳院长说：“奇
怪！第一次彩排，我只给四十分；这一
次看过后，我得给打八十分！——— 时
间才只有几天啊！”
苏联话剧《莫斯科性格》在1950

年2月2日正式公演了，演出地点是
在真光影院，即后来的北京剧场。

明日关注：戏上演后，反响强烈，
各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介绍、“点
赞”（借用一个时尚的词儿）。

《女儿的选择》
作者：丛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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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扬以前看过一个高楼火灾

的新闻，她上淘宝给自己买了绳梯。
这东西刘招娣收拾房间的时候看见
了，本来想扔，听女儿说是为了应对
火灾的，倒很赞同，不过她认为女儿
做得对的肯定，也就是仅只止于不骂
她。没有可能说一句你是对的。
张文扬发现老妈连乱花钱这句

万能金句都没用，就知道她做对了，
老妈也认为住高楼有个绳梯以防万
一是对的。只是，充满不可预测的人
生中，仅有硬盘，救急包和
绳梯，是远远不够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

活在准确、安全的世界里，
害怕一个小小的意外带来
不可知的破坏，然而事情
并不会只按照我们的希望
发展，面对意外，处理意
外，才是生活常态。车唯一
跳槽到了大网站娱乐频
道，感觉自己之前学的新
闻学其实派不上太多用
场，什么新闻道德新闻规
律更是无从谈起，娱乐频道的新闻推
荐不需要文化，需要八卦，只要足够
势利眼，红的狠推，黑的狠踩，那就错
不了，每天流量稳稳。
想流量陡升，也很容易，只要冒

点风险，发几篇当红人物的黑稿，立
即那些疯狂粉丝就把你门槛踩烂了，
虽然都是跑来骂作者祖宗八代以及
编辑脑子进水的，但是，要骂也得到
我的地盘上来骂吧。负面评论也是关
注度啊，当年的网络红人荷花姐姐，
就是靠着被万人骂给活活骂红了，出
场费现在跟五线小明星差不多了，自
己还有了工作室。
除了这些，流量爆发式增长还要

靠突发事件，某某论坛就是因为2008
年艳照门一夜成名，因为他们在一片
删贴狂潮中，把那些清晰无码艳照外
加周边八卦保留到了最后一刻。还有
一些罕见的独家信息，比如某某人在
街上无意间拍到了某明星私会婚外
女友，那女友也是一个三线小明星，
于是这张照片连带两位明星，以及明
星太太，还有这位爆料的路人，瞬间
就在网上红爆了。
车唯一喜欢意外发生的新闻，对
她来说这就意味着大把的
流量，而流量的背后是工
作业绩考核，是她的工资
和奖金。不过发生了突发
新闻，也同时意味着她不
能按时下班回家，家里的
一老一小，可能又要发愁
晚饭怎么办了。
王梅渐渐也摸出了女

儿小家的生活规律，那就
是无规律可言，谁勤快谁
就多干点，谁看不下去了
谁就伸手干点必要的家

务，不然就两个人都懒着，懒到大家
都觉得太过分了，就一起大扫除。
有了孩子之后车唯一勤快多了，

但在王梅眼里也就那么回事，她想起
自己早年演出繁忙还给孩子喂奶，喂
完照样登台献唱。不是不会做家务，
是她觉得做这些活太浪费自己的时
间，但她也不会允许自己呆脏乱差的
环境里的。到了女儿家，看了这些懒
惰的年轻人混日子的情形，王梅真是
看不下去。

明日关注：为什么我们老一辈讲
究的体面，在年轻人眼里就不当回
事，以前人七八个那么生，扔在地上
见风长，我在那种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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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以“华章七十载 体育
新起点”为主题的2019中国体育文化博
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在广州保利
世贸博览馆开幕，中国体育彩票连续第
7年受邀参展。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
宁、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覃伟中等相
关领导到体彩展区参观，并在体彩25周
年公益墙前驻足观看。与往届一样，体彩
展区内人流不断，“90后”体彩凭实力圈
粉无数。

老东家 情系健康

体彩展区内最热闹的当属国民体质
监测区。大家现场领取国民体质测试表，
就可免费测试身高、体重、血压、心率、肺
活量、骨密度、人体成分等项目。每台仪
器配一名监测指导员，负责指导监测并
填写测试结果。测试完毕，工作人员将数
据录入系统，为测试者出具一份详细的
《体质测定报告》，包括测试结果说明、分
析、综合评价、运动能力及运动风险等级
评定。
35岁的舒然做完最后一项坐位体

前屈测试，拿到《体质测定报告》，对结果
很满意。“我以前销售过体彩，体育彩票
是我老东家。我虽然离开了体彩行业，但
知道老东家一直情系百姓健康。”本次体
质测试由广东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温彩莲
带队。看到大家积极参与，她很开心。她
回忆，刚开始，关于国民体质监测，人们
参与度并没这么高。为了鼓励大家参与，
想了很多办法，送毛巾、送杯子、送扇子
等。后来，随着体彩公益金支持的群众体
育事业的持续推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全
面开展，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高，对自
己身体也就越来越关注了。

广东体彩中心支持的“体育彩票杯
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活动连续开展这
些年，不仅将免费监测服务送到老百姓
家门口，还为测试者出具一对一的“运动
处方”与膳食营养食谱，广受好评。

“小鲜肉” 年轻有为

黎镇华做完体质监测，有些恋恋不
舍，便溜达到公益公信展示区，继续感受
体彩文化。看完体彩25年发展历程及体
彩公益金使用方向介绍，他有些惊讶地
说：“今年我也25岁，今天才知道原来体
彩与我是‘同龄人’”。年轻的体彩已累计
筹集公益金超5000亿元，支持全民健

身、扶贫、抗震救灾、医疗救助、教育助
学、法律援助等公益和体育事业。体彩做
出这么多成绩，他有些感慨，这枚“小鲜
肉”年轻有为！
朱若轩则认为，体彩不仅年轻有为，

更担得起大有可为。
朱若轩是位空间设计师。他挨个展

区溜达，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各家的设计
与搭建艺术。走进体彩展区，看到体质监
测的人围了一堆，便也挤过去体验了一
把。他今年刚满24岁，对未来充满希冀。
他说，体彩与自己喜欢的年轻人一样，自
带正义之光，有锐气、有方向、有力量，
“现在年轻有为，将来大有可为。”
对体彩同样大加赞赏的，还有对面

新疆展区的叶力亚尔。在与他只有一路

之隔的体彩即开票体验区，花花绿绿的即
开票前，总是聚着不少人刮呀刮的，看得
他手痒痒。终于趁个空，走过来刮了两张，
小小过了一下瘾。说起体彩的成就，“年轻
有为”四个字，他觉得当之无愧。

“新爱豆” 一路相随

何广秋是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大
二的学生，跟着学长们出来参加社会实
践。在国民体质监测区，他负责指导骨密
度检测，接待了一位又一位测试者，忙碌
而充实。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
体，并给予科学的指导，这正是运动防护
专业的他将来工作的意义。
得知体彩不仅在本次博览会上为大

家提供免费体质监测，平时还“上山下
乡”，将免费体质监测服务送到乡村、社
区，送到各种赛事现场，他很受触动。他
说自己之前没买过彩票，但今后肯定会
支持彩票，不图中奖，只为公益。
28岁的黄靖宇买了10张“遇见敦

煌”即开票，慢条斯理地刮起来。很多购
彩者，往往第一时间刮开“中奖号码”，接
着急切地刮“我的号码”，边刮边对照，看
有没有中奖。他则不同，拿到票，先捋得
整整齐齐，然后，一丝不苟地刮“我的号
码”。刮得干干净净，吹掉票面上最后一
粒浮渣，才刮“中奖号码”。最后，再一个
号码一个号码地仔细核对。这个充满仪
式感的过程，他很享受。
有一段时间，他并不买彩票，甚至怀

疑彩票的公信力。后来，看到体彩的公益
成就以及出台各种制度打击网络售彩、
防沉迷，让他改变了看法。如今，他说体
彩就是自己的“新爱豆”，他会一直陪伴
体彩走下去。 （王红亮）

“两博会”上，“90后”体彩凭实力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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