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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遠古的玩具：商代貴族用什麼找樂子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你

已多久没有放下一切，单纯、

专注地找个东西玩一玩，藉此

让自己的身心回归平静的原

点？写这篇文章时，两个女儿

正在身边嘈杂地玩着过家家，

全心投入的热忱让我也感染到

莫名的快乐。事实上，“游

戏”这个行为本就在人类文化

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人们透

过单独或结伴进行各式游戏以

自娱娱人，从中获得日常生活

以外的乐趣。据研究，不仅人

类如此，在许多哺乳类动物之

间也存在着大量的游戏行为，

例如海豚追逐彼此、猕猴的嬉

戏行为等；可见在严酷的现实

生活垄罩下，适时地嬉乐以释

放压力，可说是一种生物的自

然本能。

根据考古发掘显示，早在纪

元前3500至1900年的印度哈拉帕

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中，

针对游玩而设计的小玩具，诸如

小马车、哨子等便已普遍存在

了。然而就中国而言，严格意义

上的玩具与游戏行为并不见于商

代甲骨文以及同时代的相关记

载，遑论更早期的考古工作对此

从未有所得。但这是否便意味着

与其他文化相比，当时中国人的

生活既枯燥又乏味？恐怕也不能

这样说。最近有学者对这方面做

了崭新的研究，让我们能够窥探

到当时游戏文化之一角，颇有意

思；而这得从某类牛骨的考古出

土谈起。

在过去的殷商考古挖掘中，

曾出土过一些明显经过人工修

治，也就是削去尖端，使之尽量呈

现立方形的牛距骨（即膝关节），

其中大部份没有铭文，只有极少

数附有刻辞。

这是中研院史语所于 1936年

在河南安阳挖掘所得的一块牛左

距骨，由于其上刻有罕见的晚商

“记事刻辞”，故历来受到较大

的关注，我个人亦曾有幸于库房

近距离观察再三，至今难忘它温

润如玉的色泽。大体而言，其铭

文纪录了如下史实：

商王（很可能是商代末王纣

辛）表示：分割这个在白山的山

麓猎获的牲体（应即此距骨之野

牛），并将祭肉分给宰丰（此人

常侍商王出猎）。

可见得这是一块被受赐者珍

藏的宝物。它的文物价值虽高，

字数亦不算少，却没有言及此骨

的名称和用途。类似的人工修整

距骨出土了不少，只不过刻有铭

文的却绝无仅有，受限于过少的

信息，因此长久以来学术界只能

将这种距骨的人工整治及刻辞，

大多简单地视作一种“习俗”，

而无从得知其中所蕴含的进一步

讯息。

这种情况到了近年才有了新

突破。同样是载有刻辞的另一块

晚商距骨于2010年被公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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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距骨被慎重其事地镶嵌

了绿松石，上面的刻辞字体风格

与前面所述的“宰丰骨”相近，

却又更为劲遒，非常美观；最为

重要的是，刻辞中提到了此骨的

名称“[骨字上半部分+夫]”。

该字结构上是由骨、夫组成

的合体字，问题是，商代人口中

的这个字到底是什么？这个字虽

然是首次发现，但从文辞阅读可

以得知，其所指的显然便是此

牛的距骨这个部位。复旦大学

刘钊教授透过古声韵原理，以

及古书数据的交互分析，揭示

了古代汉语中“夫”、“巨”

二字常通用的事实，进而令人

信服地指出此字须读为距骨之

“距”，这和现今的用法几乎

完全一致！他的推论既深刻又

明晰，相较于古文字学界中部

分支蔓庞杂、主题不清的文

章，刘文条理分明，问题意识

强烈，十分令人信服。

更有意思的是，刘教授在

文字考释以外，关切到此距骨

的“用途”上来了，这便跳脱

了饾饤纸本，进入对现实的观

照。根据刻辞所述，这距骨是

商王日常所“用”的器物，后

来赏赐给了“小臣奉”，可以

想见小臣奉当时的载恩载德，

所以为了纪念此等殊荣，他遂

铭刻文字以留芳后世，这和前

面提到宰丰受赐的情形如出一

辙。至于商王及小臣如何使用

此物，过去没人谈及，刘氏却

能看出这问题有点意思，遂参

酌复旦陈剑、北大董珊诸教授

的看法，提出这种经人工修整

的牛距骨在当时很可能是被用

来进行某种“博艺式”游戏之

意见，他指出：

其实骨骼专名和博具或游戏

用具之名是完全可以合二而一

的，即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北方十

分流行的“歘嘎拉哈”游戏中的

“嘎拉哈”，本为称距骨之名，

但同时也就是指游戏用具之名，

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将牛距

骨称为“距”，而实际上是指博

具或游戏用具之名似乎也并不

矛盾。

接下来刘文援引了东北地

区通古斯各族，以及蒙古、藏

族，甚至非洲游牧民族的民俗

史料，详赡地说明了牛、羊距

骨作为一种游戏道具的普遍性

与历时性，不仅可证于考古出

土文物中，此娱乐文化更一直

保留到了现代的民间各地，从

未中断消失。

他的说法具有充分的说服

力，由此可知，早在殷商时代

便存在着一种以距骨为道具的

游戏，商王甚且将此“玩物”

赐予臣下，作为联络关系的一

种手段；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关

于游戏文化

早的确切记载。笔者曾以

此询问出身于河北农村的友

人，她的老家在八达岭长城脚

下，据她说，其实以距骨作为

道具的游戏在当地也广为流

行，一点也不隔阂。可见此类

游戏除了古老渊源之外，更保

留在包含汉族的今日各民族文

化当中，确实是相当值得我们

去重视的一项“文化财”。

再试着将眼界放宽点，类

似的游戏在上古时期其实已遍

布世界各地，起初至少在纪元

前五千年即发源于两河流域，

后尤盛于古希腊、罗马世界，

现 代 英 语 中 “Knucklebones”

（或称 Jacks），即掷距骨这类

活动，有研究指出很可能是今

日骰子游戏的滥觞，玩家通掷

五到十个绵羊距骨，藉由各面

代表的不同意涵以比较大小，

并能够加总这些数字，以求得

最后的胜负；也有另外的文献

记载，某种掷距骨游戏的胜败

取决于投掷之后，距骨的某一

面落在朝上则为胜者，距骨的

外型特色使得它落下后能像后

世的骰子般快速固定。几千年

来，相似的规则、相同的玩

具，这游戏就这样在全世界范

围内流传至今。

看来，老祖宗留下的各类

宝物，并不一定都是庄严肃

穆、“不可亵玩”的玩意儿，

不是吗？当下次走入卖场，孩

子望着琳琅满目的现代玩具发

怔时，试着回归传统，我们自

己动手，或许也是可以考虑

的，毕竟“乐趣”这玩意儿说

到底并不复杂，有时无 须外

求，只要愿意牵着孩子的手，

好玩的东西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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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在澳門是一種福氣

老龄化，从容应对挑战

根据联合国有关指标，一个国家或

地区 65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 7%即进

入老龄化社会，超过 14%是老龄社会，

超过20%则是“超老龄社会”。

随着澳门步入老龄化社会，特区政

府提出了“家庭照顾，原居安老；积极

参与，跃动耆年”的长者工作原则，推

出了现金分享、发放医疗券、公务人员

公积金制度等多项措施，着力构建具有

澳门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

百闻不如一见。记者走访了位于一

幢商业写字楼二楼的母亲会护理安老院

，这里 1200多平方米的屋舍及主要设施

是由政府资助的。母亲会是一家具有 50

多年历史的非营利慈善组织，目前开设

了 3家托儿所，安老院和护理安老院各

一家，还有一家为 55岁以上老人提供活

动场所的耆康中心。

作为澳门第一家护理安老院，不

同于普通安老院的是，这里的老人年纪

更大、身体往往有更多毛病。护理专业

出身的林院长在这里工作八九年了，她

告诉记者，在目前院里的 54 位长者中

，90岁以上22位，100岁的2位，平均年

龄超过84岁。

据社工局官员介绍，澳门并没有政

府公立的安老院舍，而是采取“民办公

助”的形式支持社团、宗教机构及私人

开办安老机构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

。目前共有安老院舍 19间，其中接受政

府资助的9间，非受资助的10间。

多举措，提供保障和服务

57岁的麦女士，借助手杖，慢慢地

移动着不很灵便的腿脚来到绿杨长者日

间护理中心的办公室，坐在记者对面开

始叙述她5年来的康复经历。

麦女士生病前是赌场“发财巴”

（免费大巴）的记录员，后来因高血压

、中风造成身体行动功能严重受损。

2011 年，她坐着轮椅来到了这家隶属

于街坊总会的护理中心。她说，“我

每天在护理中心活动、接受治疗。从

当初只能坐轮椅到现在生活基本可以

自理。这里午餐前有生果时间，还有

下午茶。周五有卡拉 OK，周六还有电

影看。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知自己

今天会是怎样的情形。”护理中心

的负责人许小姐告诉记者，麦女士当

时中风之后又逢丈夫去世，她刚来时

情绪很低落。我们每半年会评估一次

老人们的身体状况，严重的 2—3 个月

评估一次。现在麦女士对自己很有信

心，她相信会有奇迹出现：“我会行

得更好。”

类似绿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这样的

由街坊总会、工联总会、明爱等社团设

立的老人中心及日间护理中心目前在澳

门有 5间，他们为体弱及缺乏家人照顾

的人士提供包括送膳、家居清洁、洗澡

、购物、护理复康等服务。让长者在得

到适当护理服务的同时，可继续与家人

或亲友共聚，保持身心健康。

澳门的养老保障最早见于1938年澳葡

政府成立的救济及慈善总会（澳门社会工

作局前身），主要是提供救济援助，保障

最低生存条件。现时澳门的养老金制度主

要由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社会保险制度及

非强制性中央公积金制度以及社会工作局

提供的经济援助和敬老金组成。

社工局长者服务处罗淑霞处长介绍

说，援助金针对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士。

敬老金则是所有年满 65岁的澳门永久性

居民每人每月 3350 元，不需供款或收

入审查。特区政府还为长者提供公立医

院免费的预防保健、一般护理和专门护

理门诊及住院服务，还有社区医疗队为

有需要的老年病患者提供家居医疗及护

理服务。

在公共房屋政策方面，对家庭成员

中有 65岁以上长者的，在申请经济房屋

（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时给予优

先排序；同时房屋局将一些社会房屋

（相当于内地的廉租房）改建为设置有

无障碍设施等配套设备的长者宿舍，以

非常低的价格租给独居长者或两老家庭

。社会工作局还为每幢长者宿舍配置一

间“长者日间中心”，委托非政府机

构营运，提供包括24小时紧急支持、个

人照顾、洗衣、陪诊、文康活动及辅导

服务等社区服务。

平安通，老年人的救命钟

今日社会越来越多独居长者，对

他们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一个人在家时遇

到突发状况而无从求助，“平安通”解

决了这一难题。

“平安通”是澳门社工局提供支持

、街坊总会以投标方式承办的一项社会

服务。“平安通”呼援服务中心于 2009

年 3 月正式投入运作，为独居长者、年

迈夫妇以及其他有需要人士提供包括 24

小时支持服务、召唤救护车、致电警方

、通知紧急联络人、情绪支持、定期探

访等服务。2012年 8月，“平安通”呼

援服务中心又增加了“居家易”计划，

为有需要长者提供家居安全评估，资助

购买或安装家居辅助设施，让长者有个

更加安全的居所。

本文开头提到的梁先生夫妇在第一

批“平安通”推出后就立马安装了，记

者在他们家看到，除了座机摆放在小柜

子上外，两个“遥控掣”一个放床头，

一个放洗手间。梁太告诉记者，出门时

就把“遥控掣”带在身上，这样才有安

全感。梁太说，即使儿孙满堂，平日里

大人上班，儿孙上学，还是“平安通”

更有用。去年年底的一天，大约半夜

12 点，梁先生起来上厕所，结果晕倒在

卫生间的水盆里。梁太吓坏了，赶紧呼

叫“平安通”，救护车几分钟后就到了

，迅速把梁先生送到山顶医院，梁先生

因为抢救及时而脱离危险。“平安通”

就是“救命钟”！

目前“平安通”已覆盖澳门各区域

，其中一半的使用者为独居长者。对于

每月 100 元的收费，如果生活确实困难

者，还获得减免。

目前澳门的养老服务虽然已经获得

社会和外界的广泛赞许，但也面临一些更

为复杂的议题，如旧区长者的生活支持、

私人楼宇或领域的无障碍环境改善、跨境

养老等，特区政府都在积极努力开展研究

，以求因应社会需求。诚如一位被采访

者所言，“老在澳门是一种福气”。

梁先生夫妇今年都82岁了，无子女的他们住在政府提供的长者宿舍里。房

间不大，一室一厅，重要的是生活方便，邻里和睦，政府还免了租金。

弹丸之地澳门，像梁先生这样的 65岁以上老人，目前已经超过总人口的

9%。根据推算，到 20年后的 2036年时，澳门人口将超过 75万，长者将占总人

口的20.7%，也就是说每5人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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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开始复活的第一步

2015年 5月 30日下午 5时许，61岁

的胰腺癌患者杜虹躺在病床上，已进入

弥留阶段。

隔壁房间，两名来自美国的外科医

生已经等待了 8个小时，事实上，他们

从5月19日开始就在为这一刻待命了。

下午5时40分，杜虹平静地离开了

人世。两名美国医生第一时间向杜虹体

内注射了抗凝剂、抗菌药物、抗血栓药

物，防止血液凝固，并用特制设备按压

心脏，保证血液继续循环。

随后，杜虹的遗体被放入装有冰块

的木质棺材中，迅速转移到手术地点，

耗时约 1小时。接下来是灌流，由于人

体细胞中含有大量水分，冰冻过程中水

分凝固会形成冰晶，极易刺破细胞，造

成巨大伤害，所以冰冻技术的要点是使

用冰点更低、不容易结晶的保护液代替

水分，达到脱水的效果。

美国医生首先用稀释过的保护液，

逐步替换遗体中残留的血液。随后，使

用仪器打开遗体颈部的总动脉和总静脉

，形成一个液体输入的回路，输入保护

液，随后开始重头戏——替换头部残留

的血液。

替换过程比较漫长，医生会逐步加

大保护液的浓度，从动脉输进头部。当

人体内保护液浓度达到遗体保存要求后

，继续监测静脉输出液体中保护液的浓

度，当输出液体的保护液浓度与输入浓

度一致时，表示头部水分已完全被替代

。

灌流超过 4个小时，整个过程需要

在冰冻低温接近 0摄氏度的情况下完成

。此后需要将遗体进一步降温。工作人

员使用-60℃的干冰对遗体逐步降温，

最终将遗体保存在一个-40℃左右的冰

棺当中。至此，遗体冰冻的初步流程完

成。

接下来，杜虹的遗体会在冰冻状态

下被送到位于美国洛杉矶的Alcor总部(

全球最大的冷冻人体研究机构之一)。

遗体头部将被分离保存在-196℃的液氮

环境特殊容器中。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工作人员将

按期添加液氮，保证杜虹的头部长期保

存。按Alcor科学家的乐观估计，50年

后的科学技术也许就能让杜虹解冻头部

、再造身体，也就是——复活。

玩笑 “我也把身体冷冻起来吧”

杜虹，重庆市知名儿童文学作家，

今年5月30日去世，享年61岁。

2013年底，杜虹到医院做过一次全

面体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然而仅

10个月后，去年 10月她因胃痛再到重

庆本地一家医院检查，彩超结果显示

“胰腺占位”。

当时陪杜虹去医院的，是她 28岁

的女儿张思遥。“医生看了报告单后，

表示想和我单独谈谈。”张思遥说，当

时母亲就是不答应，坚持要求知晓病情

，为此母女俩还在医院吵了一架，最终

是张思遥妥协了。

“胰腺癌三期，去更好的医院看看

有没有手术的可能吧。”医生最后这样

说。张思遥悄悄地上网查询，胰腺癌被

称为癌中之王，会以极快速度夺走生命

。

此后，张思遥陪母亲走遍了北京最

好的医院，得到的回答基本一致：肿瘤

包住了主要血管，杜虹的情况并不适合

手术。仅有的一家表示可以试一试的医

院，连1%的成功率也不敢保证。

最终，杜虹放弃了手术，选择了放

化疗。去年12月到今年3月初，杜虹的

病情还算稳定，平时有空还能在家练练

书法，和女儿一起逛逛花市。春节期间

病情好转，杜虹还和女儿

一起到女婿鲁辰的家乡深

圳过年。

3 月中旬，杜虹的状

况急转直下，检查显示到

了终末期。张思遥为此常

常偷偷的哭，“反而母亲

比我淡定了许多。”张思

遥说，治疗期间，网上一

则新闻引起了母亲的兴趣

：一对泰国夫妇因无法挽

救患脑瘤的女儿，把女儿

送到美国一科研机构冷冻，期望未来科

学发达时再将女儿解冻治疗。

“母亲当时曾半开玩笑的说，我也

把身体冷冻起来吧。”

冰冻 她是中国第一人

母亲当时也许只是开了个玩笑，但

女儿不这么想。今年 5月初，张思遥郑

重其事的把帮母亲冰冻身体的想法告诉

了丈夫鲁辰。

“我当时听到妻子说的话，真是惊

呆了。”鲁辰说，出于安抚妻子的情绪

，他决定尝试一下，没 想到真的在网

上找到国内一家声称可以做人体冰冻的

公司，他甚至还和负责人见了面。

对方告诉鲁辰，这项研究已经停止

了，况且，要完成人体冰冻至少需要上

亿元的资产。

“我们只是普通工薪阶层，如果

需要这么高的费用，只能作罢。”结

果让鲁辰有些灰心，但他没 有放弃

。通过几名网络志愿者以及在美国的

同学，他辗转联系到了美国一个专门

从事人体冰冻研究 的科研机构——

Alcor。

“联系了几次，我们认为，对方给

我们的信息是可信的。”鲁辰说。

“人的死亡并非瞬间完成。”中国

农业科学院动物基因工程在读博士魏景

亮，是帮助鲁辰夫妇的志愿者之一。

魏景亮告诉记者，从生物学原理

上说，在医生宣布患者死亡的第一时

间，用科学手段让 患者进入“医学稳

定”状态，随后再采取一系列方法进

行冷冻保存，可以最大限度让人体在

有限受 损的状态下进入冷冻状态。

“我们相信，冷冻人体在科学水平

达到一定的水准之后解冻，是一种希望

。”

由于所学专业，魏景亮 4年前开始

关注对美国Alcor人体冰冻技术，据他

介绍，近十年来该技术有了比较明显的

突破，因此近十年间参与并实施冰冻的

人数比之前几十年的总和还要多。

在国内，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此进行

研究，关注此技术的大多以业余爱好者

为主，魏景亮便是其中之一，他们通过

知乎等网络平台走到一起。今年 4月左

右，他们通过网络得知了杜虹的意愿，

并与家属进行了联系，随后，又很快和

Alcor达成了捐赠遗体的协议。

魏景亮称，据他了解，杜虹目前是

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全国首例参与人体

冷冻保存以期望“复活”的案例。即使

在亚洲，也仅有今年 2月份媒体报道的

泰国小女孩冰冻头部的案例，应属于亚

洲第二例。

《三体》 小说里的故事成真了

“我们从Alcor了解到的情况是，

全身冰冻需要 200万元人民币，只冰冻

头部的话，需要 75万元人民币。”鲁

辰说，经过反复考虑，他们认为冰冻头

部的方案比较合适。

只冰冻头部，母亲会同意吗?让所

有人都意外的是，杜虹表示愿意。

除了作家、诗人外，杜虹还有一个

不被大多数人知晓的身份——她是前不

久获得雨果奖的大热科幻小说《三体》

的编审之一。在小说中，有一个叫云天

明的角色，取出大脑后通过冰冻技术保

存，最终通过三体人的克隆技术成功复

活。

“妈妈说，50 年后能否有效是未

知数，但她不介意用自己的遗体做实验

，新兴科技总要有人尝试。”鲁辰说，

因为母亲节俭，所以他们隐瞒了花费金

额。

随后，张思遥卖掉了在北京 20多

平方米的一套房子，加上杜虹的积蓄，

凑齐了所需的 75万元费用，和Alcor签

了协定。

中国首例冷冻遗体，
等待50年后起死回生

“妈妈，你沉睡在大地零下100多度的低温里。再见面，最短也是50年以后
。虽然这是科学家给出的预言，预言也有可能落空，实验也可能失败。但，总还
有希望不是吗?妈妈，我们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不是吗?”

——这是一名女孩在母亲去世之后深情而奇特的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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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作家李敖，因患腦幹腫瘤，2018 年 3 月 18 日
上午在臺北過世，享年 83 歲。去年 6 月，當他被告知
只有 3 年的存活時間後，留下壹封親筆信，想與家人、
朋友及仇人作最後告別，其中透露出最想作別的兩個
女人，壹個是全臺灣最聰明的女人之壹陳文茜，還有
壹個是他那“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傷感
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前妻胡因夢。
他想和胡因夢作最後的告別，顯然這是壹廂情願。對
於胡因夢來說，她與李敖的關系早已和解到徹底放下。
沒有放下的是李敖自己，這個與他只有 115 天婚姻關
系的女人，卻被他在電視節目裏調侃、揶俞了 70 集。
所謂“遇到壹個渣男，需要四十年消化”。“他不斷
罵我，終究是因為放不下吧。”胡因夢說。
壹個出生於 1935 年 4 月 25 日，壹個出生於 1953 年 4
月 21 日，光是看兩人出生時間也是糾纏的。兩人的相
識是在 1979 年 9 月 15 日，當時李敖 44 歲，胡因夢 26

歲。
李敖結束第壹次牢獄生涯不久，成為名聲響徹臺灣的
才子，而曾就讀於輔仁大學德文系的胡因夢當時是與
林青霞等齊名的電影演員。胡因夢還記得第壹次見面
李敖上來就給胡因夢母女壹個 90 度的大躬，讓胡嚇了
壹大跳，因為在那個年代早已沒有人會行這麽大禮了。
胡記得當天她穿了壹件棉質長袍光著腳，整個晚上李
敖都盯著她的腳丫子，後來他自己說，他有戀足癖。
兩人的戀愛過程聽起來其實並不浪漫，壹半帶著胡的
好奇和崇拜，壹半帶著李的占有和虛榮。
第壹次見面後沒多久，李敖便約胡因夢喝咖啡，隨後
帶她去金蘭大廈的家見識壹下十幾萬冊的藏書。胡因
夢驚訝地發現，在他那壹整片的書架前，掛了壹張從
《花花公子》雜誌裏剪下來的裸女照片，胡感覺他是
壹個想怎麽樣就怎麽樣的人。
兩人在沙發上聊天，李突然強吻了她，還吻出了壹圈

褚紅色的吻痕。當天晚上他們有沒有發生性愛，胡已
經不記得，只記得這壹記印象深刻的吻。
當時李敖有壹位正在交往的女友是畢業於臺灣大學的
劉會雲。胡因夢問他，劉怎麽辦？李說：“我會告訴她，
我愛妳還是百分之百的，現在來了壹個千分之壹千的，
妳得暫時避壹下。”
胡聽了心生疑惑繼續問：“什麽叫暫時避壹下？”他說：
“妳這個人沒個準，說不定哪天變卦了，需要觀望壹
陣，我叫劉會雲先去美國，如果妳變卦了，她還可以
再回來。”“他對女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態度也
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滿期望與投射時通常是被未來
的願景牽著走的……”胡因夢在她的回憶錄裏寫道。
行大禮、戀足癖、炫耀、劈腿，交往沒多久，胡因夢
便處處感受到李敖的“土”。但她也承認，好奇害死
貓，她當時對名人多多少少的崇拜也為事後發生的種
種埋下了因。後來，李、胡兩人正式開始交往，李拿
出 210 萬新臺幣補償劉會雲。
有壹天胡媽媽和他們在聊天時，李心疼起補償給劉的
錢，突然對胡媽媽說：“我已經給了劉會雲 210 萬，
妳如果真的愛妳的女兒，就該拿出 210 萬的相對基金

胡因夢談李敖：遇到壹個渣
男，需要四十年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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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胡媽媽壹聽臉色大變。第二天，胡媽媽對女
兒說，李敖明擺著要騙我們的錢，妳不能和他結婚。
婚姻大事不可賭氣啊。胡因夢當時內心不服，之前媽
媽可是認為全臺灣配得上自己的也只有李敖，現在又
決絕地來反對。為了爭取自主權，胡因夢反而想要嫁
給李敖。
1980 年 5 月 6 日上午，在李敖家的客廳，穿著睡衣的
她和李敖舉行了壹個簡單的婚禮儀式，對外宣布兩人
結婚了，被當時的媒體寫為“此為絕配”，最美的臉
遇到了最聰明的腦袋。
但事實上，最美的臉和最聰明的腦袋被日常生活碾壓
的壹地碎片。結婚之後，李顯現出的大男人主義和其
他人格失調的癥狀經常讓胡氣得壹個人跑回娘家。“每
當我期望和李敖達到合壹境地時，卻總是發現他在仰
望天花板上那面象征花花公子的鏡子，很認真地在欣
賞他的’騎術’。”
胡因夢說：“李敖只想征服女人，想把她物化成壹個
自己的戰利品。”有時胡去戶外慢跑，也被李敖制止，
認為會在路上跟其他男人眉來眼去。
“在內心深處，他是不敢付出真情的”，對此詮釋的
最好的是李敖曾經寫過的壹首打油詩：不愛那麽多，
只愛壹點點，別人的愛情像海深，我的愛情淺……如
果說這個階段，胡女士認為兩人之間不過是戀人之間
無傷大雅的吵吵鬧鬧，那麽接下來的事情使她意識到，
自己有可能嫁了壹個“渣男”。

如何甄別渣男，現代網絡上流傳的手段有很多，比如
“情淺言深”、“飛速建立感情和表達感情”、“錯
的總是妳”、先把好話說盡，再把壞事做絕”、“既
不成全妳，也不放過妳”……在胡因夢看來，李敖渣
在哪裏？渣在竟然連多年好友的財產都要侵吞。
大是大非面前，方顯人的本色。後來發生的李敖侵占
蕭孟能財產壹案，讓胡因夢看出李敖並非“具有真知
灼見又超越名利的俠士”，而只是“壹個多欲多謀、
濟壹己之私的智慧罪犯”，便“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
意”。壹場白日婚姻最終以官司收場。
與李敖的這場短暫婚姻也由此開啟了胡因夢認識自我
的另外壹種可能。胡因夢在 35 歲之後徹底退出演藝事
業，專事有關“身心靈”探索的翻譯和寫作。
而李敖沒過幾年娶了小自己三十歲的女大學生王小
屯，但內心還會念念不忘曾經的前妻，幾十年如壹日
的在自己的節目中消費著，調侃著。2003 年，胡因夢
50 歲生日時，李敖送去 50 朵玫瑰，“只是為了提醒她，
妳再美，也已經 50 歲了”。
相比於李敖的不依不饒，胡因夢曾這樣回應道，“多
年來，他這樣不斷地羞辱我，對我，是壹個很好的磨
練。只有恨本身才是毀滅者。”“人即使擁有再多無
知的支持者，終場熄燈時面對的，仍然是孤獨的自我
以及試圖自圓其說的掙紮罷了。”而今天，對李敖來
說，壹切堅固的，也都也煙消雲散了吧。
（冰川思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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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主播 : 大陸像野生動物園 
自認肉食動物的人發展

      大陸像是壹座野生動物園，臺灣
則是壹座木柵動物園，如果妳屬於草
食性的動物，沒有競爭欲望的就留在
臺灣，因為沒有競爭壓力、沒有天敵；
如果妳自認為是肉食性動物，就應該
大膽過去大陸發展，畢竟臺灣的市場
太小了，未來發展性和空間也有限。
這段話是前臺灣東森財經臺金錢爆節
目主持人楊世光最近在接受臺灣經濟
時報采訪時所講的。今年初，楊世光
放 棄 原 東 森 臺 財 經 節 目 主 持 人 的 工
作，毅然赴大陸發展，除了月薪比過
去至少高了四倍以上，大陸的環境也
讓他更著眼於未來的發展前景。
楊世光稱，自己在東森當主播長達 11
年，東森給了很多機會，但現在臺灣
碰 到 發 展 瓶 頸， 收 視 率 已 碰 到 天 花
板， 壹 直 上 不 去， 去 年 自 己 40 歲 時
正好與東森的合約到期，盡管東森很
重視他，但還是想到外面去闖闖看，
正好有朋友介紹了大陸發展的機會，
大陸壹檔財經節目來到臺灣找他談，
剛見面老板就開出比臺灣月薪高四倍
以上的薪資條件，還有免費住宿、餐
飲和其他福利，甚至連家人的安排都
可以幫忙處理。
我 不 是 拿 翹（ 註： 擺 架 子、 自 恃 清
高），是為了不要賤賣自己，所以去

上海談完、再回到臺灣以後，通過微
信跟大陸公司說，我的工資太低了；
接著大陸老板把我的價值算給我聽，
並表示再加壹個數字的薪水，甚至連
在上海落腳住宿的地方都有人幫忙打
掃、洗衣服、整理東西，就像請了壹
個保姆照顧那樣，而老板的目的是希
望 妳 安 心 工 作， 不 要 為 其 他 瑣 事 分
心。
楊世光稱，不僅是高額的薪水東森給
不了他，未來的發展與願景也是大陸
比較大，所以與東森愉快分手了。
剛到上海時，老板當面和楊世光說，
妳壹個人不可能做節目，做節目是要
團 隊 的， 可 以 帶 人 來， 薪 水 不 是 問
題。於是，他又從臺灣又帶了兩個人
過 去， 這 兩 個 人 的 薪 水 也 是 臺 灣 的
三、 四 倍， 再 後 來 又 從 兩 個 變 為 四
個。
同時，大陸老板還嫌節目內容不夠精
彩，希望能找臺灣的嘉賓壹起討論解
析國際財經趨勢；雖然做節目會考慮
收入和成本問題，但老板總是大地的
說：錢不是問題。
楊世光稱自己與上海這家財經媒體公
司簽約後，公司壹次性先給壹年的薪
水，剛進公司就發現生產力絕對要比
臺灣高兩倍，否則無法在公司生存下

來活，如果以前在臺灣工作
8 小時，現在就要投入 24 小
時。
不過，楊世光也提出了大陸
的問題，有壹點讓他沒想到
的是，大陸媒體圈、金融圈
的 人 才 比 臺 灣 薄 弱 很 多，
大陸媒體競爭強度也不夠，
人才也不如臺灣；大陸培養
媒體人的方式比較僵硬，而
臺灣媒體的競爭性本來就相
當高，從業人員解決問題的
能力也很強，做事方法有彈
性、會創新，相對而言大陸
人 比 較 少 抱 怨， 就 算 要 加
班也任勞任怨。從這點上來
講，大陸贏在環境跟制度，
臺灣贏在人才。
楊世光說，在上海待了三個

月，感覺大陸的節奏太快了，但這也
讓人看到機會；而且大陸對知識、信
息 付 費 的 習 慣 非 常 好， 很 有 發 展 潛
力。因為薪資比臺灣高很多，所以壓
力大、犧牲睡眠是必然的，畢竟現在
拿那麽好的薪水，未來能不能拿這麽
多，所以得要知道妳的價值所在。
去大陸就是要打天下，不要想著還要
回臺灣、有退路，這樣才會真的全心
全力在大陸沖刺，要以創業的心態去
工作。楊世光還呼籲，到了大陸對中
國要有認同感，認同了才會有正面的
感 覺， 而 且 認 同 感 會 帶 給 妳 很 多 契
機，很多臺商在大陸不見了，其實並
不是消失了，是他們融入了當地。
到了大陸，必須重新建立交友圈，如
果 能 越 早 過 來， 在 這 裏 建 立 自 己 人
脈、關系的時間就越多，所以年輕人
最好快點去；大陸的人脈很有價值，
可以因此得到很多訊息和機會，有助
於未來發展，尤其現在大陸給臺灣人
超國民待遇，有很多優惠，機會難得
啊！
至於想去大陸要準備什麽？楊世光笑
著說，就帶大腦去上班，我不能選擇
壽命和財富有多少，但可以選擇壹個
好的環境，選擇壹個有養分的環境。

那需要做些什麽調整呢？他回答稱，
大陸發展步伐太快，肯定有人剛來會
感到不適應，但壹段時間過後，反而
會變得不知道怎麽在臺灣生活，因為
大陸的互聯網、第三方支付、交通都
太方便了，即使整天不出門，吃喝都
不成問題。
【 楊 世 光， 出 生 於 1976 年 10 月 24
日，廣州中山大學金融系畢業，曾任
臺灣華人商業臺研究員、運通財經臺
投 顧 分 析 師、 新 黨 秘 書 長。2014 年
臺灣地區九合壹地方選舉時，新黨提
名推舉楊世光參選臺北市第 12 屆議
員選舉（第 3 選區 - 松山區 + 信義區，
選取 10 人當選），以得票 11639 票，
排 名 第 11 名 落 選。2017 年 12 月 29
日主持完 57 金錢爆最後壹集後與東
森臺告別，前往上海發展。】
( 觀察者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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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歲年薪 20 萬
算不算很失敗？

不必因為別人的忽悠而一窩蜂湧向“風口”，
不必因為別人外表的光鮮而自卑或自暴自棄，更不
必因為短時間內還沒有看到回報就放棄自己的路。

“在北京，年入百萬只算剛剛脫貧”“上海大
爺：月薪一萬是討飯”“30 歲，如果你還沒當上管
理層，你一輩子基本也就這樣了”……網絡上，這
樣聳人聽聞的說法不時出現，每次都會引起不小的
躁動。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年輕人當中，這種用“脫
貧”“百萬”“討飯”“不……這輩子就完了”等
詞渲染的所謂“財富標準”“成功標準”，難免會
讓人心理潛移默化地變化。

有位咨詢師接待過一個名牌大學來實習的學生，
他這樣問咨詢師：“老師，我 5 年後會成功嗎？”
咨詢師問他：“你說的是怎樣的成功？”他說：“就
是有自己的公司，能出任總經理，不再為車房發愁，
有想要的財務自由。”可是，當咨詢師接著問他，
想做一個什麽樣的公司、創業的第一桶金從何而來
時，他的回答總是“沒想好”，卻又恨不得使出全
身力氣地告訴咨詢師：“我知道我的想法不現實，
可是我就想要成功！”

不得不說，單用資產量級標準定義的成功，讓
這個孩子迷失了。他急切地想證明自己，太想理直
氣壯地站上財富的頂端。但可以看出，類似“百萬
以下皆窮人”式的對成功的建構，只是煽動起了他
的焦慮，卻並沒有給他未來的路徑帶來啟發，反而
容易蒙蔽年輕人的雙眼，只盯著那些“賺錢多而快”
的路子。

這類路徑的共同特征就是，用只有少數人才能
達到的財富量級作為大多數人成功的“標準”，並
用具體的、可對照比較的年齡和收入數字來定義，
從而忽悠起絕大多數人的焦慮感。

然而，這種以“少數人的財富標準”煽動起來
的焦慮感不僅沒什麽意義，甚至還會有負面的影響。
它一方面加劇我們的躁動不安，剝奪我們好不容易

得來的幸福感；另一方面，還有可能這本身就是一
些無良的培訓機構、投資機構炮制的謊言，以促使
人們在“焦慮”的驅動下急切地撲向他們所謂的“優
質投資途徑”“改變你人生的課程”，成為他們牟
利的對象。當人們只盯著那些“賺錢多而快”的路
徑時，很容易就忽略了踏踏實實去努力這條路，而
這條路才是大多數人最現實和最依賴的生存發展之
道。

網上常有人問，“30 歲年薪 20 萬算不算很失
敗？”其實，這是可以一直爭論不休卻永遠無解的
問題。因為成功的定義從來都是多元的。年紀輕輕
就腰纏萬貫是一種成功，身體健康算不算一種成
功？家庭和睦算不算一種成功？最近，82 歲高齡的
張彌曼捧回了 2018 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傑
出女科學家獎”，她在自己的領域默默堅持幾十年，
最終推動了人類認知的進步，誰又能說這不是一種
成功？

空洞地拿少數人的“財富標準”來衡量自己，
並不會讓你更清楚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不必因為別
人的忽悠而一窩蜂湧向“風口”，不必因為別人外
表的光鮮而自卑或自暴自棄，更不必因為短時間內
還沒有看到回報就放棄自己的路。

堅持下去，因為努力或許不是一臺天平，但它
至少是一根杠桿。或許你的家庭背景、天賦能力、
人脈資源以及成長教育環境暫時讓你這一端的力臂

短了一些，但你可以慢慢去改變力臂的長度，多積
攢力量，最終擔起你想要的東西。

“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它只是磨煉我們，磨
煉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只要時間
還在行走，每一個人就可以嘗試更多的東西，在有
合適機會的時候就能起飛。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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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國詩詞大會》第三季圓滿落幕。但關
於詩詞的熱議仍在繼續。“你背下的詩句都綻放出奪
目光彩”，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勇奪第三季冠軍的外賣
小哥雷海為，也適用於所有參加《中國詩詞大會》的
選手。
　“超級飛花令”中圈粉無數 川大“詩詞少女”韓墨
言勇奪季軍
　　在《中國詩詞大會》第三季的爭霸舞臺上，四川
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2017 級學生韓墨言，憑借“超
級飛花令”的精彩表現圈粉無數，讓全國觀眾記住了
這個來自川大的“詩詞少女”。
　　韓墨言所在青年組強手如林，不僅有北大、復旦
等名校詩詞達人，更有“第二屆中華學子青春國學薈”
形象代言人陳更這樣的超級選手，能夠從這一組中兩
次以第一名的成績殺出重圍，展現了其深厚的詩詞文
化功底。在本季最後一期決賽現場，初次參賽的她憑
借詩詞儲備量大、心理素質好的優勢，再次脫穎而出，
獲得第三名的好成績。
　　韓墨言從 3 歲就開始背詩。“父親背一句我學一
句 , 慢慢的也背了很多篇。可能與詩詞有緣，我從未
覺得這樣的背誦枯燥無味，反而覺得詩句朗朗上口，
有很多趣味。”她笑說，後來自己開始自覺系統地背
誦《唐詩三百首》《宋詞鑒賞辭典》，閑暇之余也閱
讀了許多詩詞方面的論著，在課業繁重的高三她會以
讀詩解壓。以詩詞為樂的她並沒有想到有一天會因為

詩詞獲得榮譽、獲得贊許，“但當我真的踏上《中國
詩詞大會》演播廳的舞臺、收獲目光與掌聲時，又覺
得一切都似乎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每位上臺選手都要有一句定場詩。韓墨言的定場
詩是“巨海納百川，淩閣多才賢”。她說，“海納百川”
恰好是母校四川大學的校訓，這也是母校給予她的底

氣。“能以川大學
子的身份參與這一
場傳統文化的饕餮
盛宴，無比自豪。”
她表示，將在導師
的教育培養下，不
斷提高文學詩詞修
養，努力做一名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的
守護者、倡導者與
踐行者，肩負起新
時代青年學子應承
擔的歷史責任。
　　“周國平先生
有言，‘世上有味
之事，包括詩，酒，
哲學，愛情，往往
無 用。 吟 無 用 之
詩，醉無用之酒，

讀無用之書，鐘無用之情，終於成一無用之人，卻因
此活得有滋有味。’”在韓墨言看來，古詩詞以及所
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都有著“現代人給不了你”
的那種東西，並且是無比豐富的那種東西——其可滋
養性情，可借古謀今，可切擊時弊，可成風化人。“可
能，詩詞在功利的現實面前，在冰冷甚至不乏殘酷的
世界面前，它是渺小的，甚至是多余的。但生活不只
是朝九晚五，不只是房子、車子、票子和位子，生活
更應該是以夢為馬，更應該是晚來的風、靜放的花、
飄落的雪、高懸的月。畢竟，物質只能善待你的身體，
而精神才能滋養你的內心。”
　精通物理學又酷愛詩詞歌賦的電子科大教授李滾
　　勵誌故事感動觀眾
　　在 3 月 28 日播出的《中國詩詞大會》第三季第
六場的節目裏，百人團裏的一位選手李滾引起了大家
的註意。他是精通物理學，又酷愛詩詞歌賦的電子科
技大學航空航天學院教授。在節目現場，他用自己的
親身經歷講了對“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這句詩的深切感悟，感動了不少人。
　　李滾的老家在甘肅省平涼市靜寧縣一個非常偏僻
的農村，整個村子長期只有他們一戶人家。四歲的時
候，李滾就跟著哥哥去放羊，直到他二十多歲，家裏
都一直非常困難。雖然學的是理科，但李滾一直是個
堅定的文學愛好者。在初中畢業之後，李滾考上了平
涼師範學校，平時就住在學校的圖書館裏。圖書館裏

川大“詩詞少女”《中國詩詞
大會》獲季軍 實力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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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萬冊圖書，只要是自己喜歡的，李滾基本都翻過。
“所以我那時候得到的一個優勢就是，我可以任意地
去讀任何一本書。我寒暑假的時候，都用那個尿素的
蛇皮袋子，背著一蛇皮袋子的書，然後回到農村的時
候放羊，我就每天夾一本書，一邊放羊，一邊讀書。
但那時候讀的都是文學的書。”李滾講述著自己年輕
時候的讀書經歷。
　　面對生活的苦難，李滾沒有灰心喪氣，更沒有抱
怨連天，而是勇敢地面對這些夢想之路上的荊棘，因
為他相信“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相
信終有一天荊棘之上也會開出花來。“所以我覺得真
正是‘梅花香自苦寒來’，曾經經歷一層苦難的話，
才會有比較好的生活。”李滾如是說。
　　2007 年，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得理學博士學
位後，李滾來到電子科技大學工作。他潛心科研，近
年來，獲陜西省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一項，獲各類專
利 3 項，先後主持和參與國家 863 項目二十余項，參
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科研項目多項，參編教材一部
( 飛行器制導與控制原理 )，在 Physics of Plasma 等期
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三十余篇。
　　在工作之余，他堅持讀書。李滾酷愛古典文學，
光是長長的書單就令人震撼不已。他看的書，不分
文理、中西、古今、雅俗，什麽書都讀。為了多裝幾
本書，他還專門買了一個大書包。李滾說，“就算沒
時間讀，看著靜靜躺著的書包，略微顯得心安，如果
掛在肩頭，飛也似地去趕校車，便感覺非常厚重和實
在”。作為電子科大航空航天學院的老師，他既給同

學們講《信號檢測與估計》《導航原理基礎》等專業
課，也參與了本科生《人類文明經典賞析》通識課的
教學，給同學們講《紅樓夢》。
　　在聽了李滾的故事後，董卿評價，李滾的成長經

歷和求學經歷讓人感動，“我覺得每個人在成就夢想
的道路上，都需要這樣一種堅持不懈的精神，需要這
樣一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需要這樣一種‘亂
雲飛渡仍從容’的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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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采訪陳思誠是《唐人街探案
2》票房破 33 億時，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記者第二次見到了陳思誠。這一次陳導
演變成了陳監制，出現在了電視劇《遠
大前程》的發布會後臺。“我不覺得電
影比電視劇高級，這就好像詩歌和小說
的差別。”很多人說，做了電影的導演
很難回頭再做電視劇，但陳思誠卻是個
特例。
　　專訪的時間約定在晚上八點，這時
的陳思誠已經在發布會結束後接受了
六、七家媒體的采訪，顯得有些疲憊。
但面對鏡頭、談起《遠大前程》時，陳
思誠眼中依然充滿著期待，他說，當年
創作完《北京愛情故事》就決定要將下
一個作品獻給“上海”，“16 歲從沈陽
老家來到上海，那座城市給了我很多很
多的感觸。”
　喜歡上海的老弄堂
　　因向往民國時期的上海而創作《遠
大前程》
　　《遠大前程》講述了一個以 20 世
紀 20 年代的上海為背景，講述了一個
關於“選擇”的故事。陳思誠飾演的男
主角洪三元從小城市蘇州來到上海，一
心要謀個遠大前程。陳思誠評價說，洪
三元像個打了雞血的熱血小青年，在跌
跌撞撞中認清自己的需求，走到了一條
光明大道上，這樣的評價著實和十幾年
前的陳思誠本人有相似的地方。

　　陳思誠出生在遼寧沈陽，
16 歲時來到上海，在那裏生活
了整整三年。陳思誠說，除了
老家之外，北京和上海是迄今
為止和他最息息相關的兩座城
市，對於北京，陳思誠創作了
《北京愛情故事》，而《遠大
前程》則是他獻給上海這座大
都市的“禮物”。
　　“上海這座城市給了我太
多感觸，我喜歡上海的老弄堂、
老房子，向往民國時期的上海，
所以在我創作完《北京愛情故
事》之後，就決定第二個作品
應該獻給上海，於是就寫了這
樣一個故事，獻給民國時期的
上海……”
　　身兼監制、編劇、演員三
職
　　做編劇最孤獨，當演員最
享受
　　《遠大前程》是陳思誠創
作的幾部作品中，唯一一部劇
本還沒有完全成熟就開機的。
那時候，白天拍、晚上寫，陳思誠自己
都覺得把自己逼得太緊了，未來不會再
這麽做。
　　除了編劇、主演，陳思誠還是《遠
大前程》的監制，在這三個身份中，陳
思誠坦言編劇是最難、最孤獨的一個創

作過程，而演員對於他來說是最輕松
的，“表演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
　　創作《遠大前程》的確很難，故事
中數得上名字的人物至少四五十人，
“如何把這些任務有機地架構起來，又
能充分體現每一個人物的性格，這是最
難的地方。”這個時候，陳思誠演員的
功底就派上了用場，“我可以在寫劇本
的時候走進各種角色，在寫這部時就會
把自己設想成劇本中的每一個角色，甚
至在寫女人時就把自己設想成女人。”
　　《遠大前程》投資超過 3.5 億，但
陳思誠卻說所有演員的片酬都很低，
“服裝、化妝、道具、制景……我們把
錢大部分用在了制作上，以前很多人覺
得年代戲粗制濫造，我們這一次希望能
改變大家對年代戲固有的不好認知，我
們很多景都是搭建出來的、很多衣服都

是特地制作的，我追求年代戲的質感，
包括群演動輒八百人、一千人，那時候
的上海是“東方巴黎”，是各個方面都
非常發達的城市，作為創作最重要的
是不計成本看到最真實那個時代的故
事。”

　　在陳思誠看來，優秀演員的片酬大
多都是彈性的，演員們會因為作品、角
色、制作而降價出演，這次《遠大前程》
中撐起上海灘風雲的老戲骨們就給足了
陳思誠面子，“第一是劇本、第二是對
我們團隊的信任，這兩點讓我向他們發
出邀約的時候，大家都降價出演欣然應
允。”談起用不算高的片酬邀請到的老
戲骨藝術家們，陳思誠無比真誠地致
謝。
　　洪三元是個骨子裏住著高富帥的
“草根”
　　電視劇要做好比電影更難
　　同樣是講述民國時期小人物成長的
故事，同樣發生在上海，《遠大前程》
剛一開播，就有人將其與《上海灘》相
比較。這類題材的作品其實並不算少，
但陳思誠恰恰只看過《上海灘》一部，

創作《遠大前程》多少也有些
彌補這一題材類型市場稀缺的
想法。
　　但陳思誠也並不介意觀眾
將《遠大前程》和《上海灘》
相比較，他開玩笑說“發哥（周
潤發）當年多帥，圍巾、禮帽，
我們哪有發哥的許文強帥，完
全不一樣。”陳思誠筆下的洪
三元是個“痞氣很足”的人物，
他笑稱洪三元完全不及許文強
“高富帥”，“他是個草根形
象，但他心裏住著高富帥，最
後走向了光明大道。”
　　  在很多人看來，做過電
影的導演絕不會回頭再去做電
視劇，這不僅僅是大銀幕和小
熒幕的差別，還因為電視劇的
投入產出比遠遠不能和電影比
較，但在《唐人街探案 1》大
獲成功之後，陳思誠卻選擇回
頭 拍 了 這 部 電 視 劇《 遠 大 前
程》。“我不覺得電影比電視

劇高級，也從來不會用藝術表達形式來
評價藝術高低，電影和電視劇的區別就
像是詩歌、散文和小說，因為敘事體量
不同而要求不同。電視劇更像是長篇小
說，更宏大，想做好更難。”
（新華網）

陳思誠：寫《遠大前程》
獻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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