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英国发行了最新一版货币。在
这一版的10英镑纸币上印着一位女性——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在英国她有
着相当高的声望，人们甚至把她与莎士比亚
相提并论。如果说在中国我们把对《红楼
梦》研究的高热度称为“红学热”，在英国，也
有这么个词“Austenmania”——“奥斯汀热”，
来形容读者对于奥斯汀作品的痴迷。

本周推介的佳片《爱玛》上映于2020年，
改编自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也

是奥斯汀生前最后一部与读者见面的作品。
奥斯汀一生都生活在英国乡间，她的每一

部作品，都由细碎的英国乡村日常组成，如交
际舞会、女孩子们的八卦以及乡村风光等。奥
斯汀的作品之所以到现在仍然受到读者的喜
爱，是因为在平淡的笔墨下，她犀利地讽刺了
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比如《理智与情
感》中，女孩子们因为没有继承权而在
父亲去世后被亲兄弟赶出家门；《傲慢
与偏见》中，女性的命运只能由婚姻掌
握；《爱玛》中，人的情感被英国的阶级
与门第的严格划分所束缚。

简·奥斯汀笔下的爱情大多受现

实的困扰，如《傲慢与偏见》中因为门第而产
生的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寄人篱下的
敏感等。在她的所有作品中，爱玛是争议最
大的一个角色，甚至连奥斯汀自己都说：“爱
玛是一个除了我自己谁也不会特别喜欢的女
主人公。”为什么这么说呢？《爱玛》讲述了英
国乡村里，美丽富有还喜欢做媒的少女爱玛·
伍德豪斯，在不断闯祸中成长，以及她曲折的
爱情故事。作为奥斯汀笔下角色中最为富有
且备受宠爱的女主角，爱玛更加大胆自信，也

更加毒舌犀利。虽然
简·奥斯汀不认为爱玛
会受到大众的喜爱，但
事实却完全相反，正是
爱玛的不完美，才让这
个角色更为生动。

英国文艺批评家
阿诺德·凯特尔曾说：

《爱玛》是奥斯汀生平所写过的“最伟大最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2020年版《爱玛》
更是将女主人公爱玛这个不那么讨喜的角
色，打造成为最可爱的一版演绎。作为改
编这部著作的第一位女性导演，本片导演
奥特姆·代·怀尔德将这部影片打造成为一

个最不贴合原著的版本，新意十
足。女主角爱玛的饰演者——安
雅·泰勒-乔伊也打破了观众对于英
国古典淑女的固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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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与您相约《爱玛》，1月16日15:21

“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一个幽灵，元宇宙的幽灵，在人类世界游
荡。一时间，万众争说元宇宙，无数企业想戴
上元宇宙这顶帽子。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
认为元宇宙是未来，有人认为是泡沫，还有人
认为是毒品，会腐蚀人的心灵，甚至会把人类
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么，什么是元宇宙？这是一个源于科
幻的概念，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我们可
以把传统的现实世界看成是一个现实宇宙，
同时，我们又很早就有了另一个宇宙，那就
是想象的宇宙：文学、绘画、戏剧、电影……
在过去，这两个宇宙是相互分离的，我们不
可能在看着《红楼梦》的时候就真的走进去
了。不过有意思的是，《红楼梦》里还真的描
写了这样的场景，还更具体地设想了一个非
常有科幻感的穿越设备：风月宝鉴。无论如
何，那种对超越现实，从现实宇宙进入到想
象宇宙的渴望是真实而强烈的。随着科技
的发展，这两个宇宙之间的界线开始被打
破，它们越来越互相融合。比如购物这种非
常现实的事情，现在虚拟世界中就可以完
成，甚至可以用虚拟的货币，而这种虚拟的
货币又是在虚拟的世界中通过虚拟的活动
来获得。也可以这么说，人类的虚拟活动正
越来越具有实体性的力量。这种融合的结
果，就是元宇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走向元宇宙的
历程，从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岩洞里画上
的第一笔胡涂乱抹就开始了。元宇宙就是
人类精神投射的另一个空间，所有的人类艺
术都自带元宇宙属性。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对元宇宙的
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电脑网络是元宇
宙更为具象的版本，它既像传统的文学艺术，
是我们的想象和虚构，又有现实性，而且本身
就越来越影响现实，成为现实。社交媒体具
有自组织的机制，能够自己生产内容，不断进
化，形成有机的生态。这已经非常接近元宇
宙这个词的来源——科幻小说《雪崩》里的场
景了：一个五花八门的江湖，有着自身的运行
机制。它是虚拟的，但是与现实息息相关。
可以把元宇宙理解成一个强化版的互联网，
目前网络中有的，元宇宙里都会有：连通，隔
绝，投射，逃避，互助，对抗，真实，虚幻……所
有这些已有的元素都会以强化的形式出现。

我们也可以把游戏看成是元宇宙的另
一种形态。有不少元宇宙相关产业的人说
元宇宙不是游戏，是社交和办公，他们想要
把元宇宙与游戏脱绑，其心可感。事实上元
宇宙与游戏同源，是一体两面。理解元宇宙
需要游戏的视角，反之亦然。还是拿《雪崩》
来说，今天玩游戏的人一看这个小说就明
白，里面的元宇宙就是一个大型多人在线游
戏，充斥着各种游戏的场景：化身，扮演，任
务，规则，世界构建，等等。以《雪崩》为代表
的赛博朋克小说也是对互联网的预言，后来
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这些小说的
脚本发展的。网络与游戏具有共生机制和

协同演化的趋势，在虚拟化、交互性和跨越
性这些方面为元宇宙打下物理和心理的基
础。游戏的人是元宇宙的新主体。

那么，眼下爆炒的元宇宙与“传统的”游
戏和网络又有什么不同呢？元宇宙可以看
成是游戏和网络产品的下一代。那些上一
代产品还是有很多局限，比如屏幕是2D的，
你还是在那个世界外面，并不能真正地走进
去。新一代的元宇宙是一种维度的提升，你
会以各种方式进一步“走进”这个世界。那
么这当然也会借助最新的技术，那就是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经过多年
的积累，这些技术已经开始初具雏形，在消
费和商业领域登堂入场，展露风采。

当然还远不止是硬件的进步，这里的核
心是界线的打破，维度的提升。元宇宙是一
种新的超越和融合：信息、社交、游戏、教育、
工作、现实、虚拟……这些以往被分割的领
域都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被整合进来。
我们会变得既是读者又是作者，既是观众又
是演员，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是教育
者又是被教育者。而这些活动都会具有更
加令人沉浸和交互的模式，也就是游戏模

式。人的游戏天性会与各种人类活动发生新
的融合，工作和学习会变得更加有趣，也更加
方便，更具有创造性。这听上去是多么激动人
心，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看好虚拟现实和游戏
的根本原因。现在，这个漫长缓慢的趋势好像
突然一下子变得强烈起来。

如果人能够在虚拟世界中完成购物、办
公、种植、采矿、教育、医疗、社交、婚恋……而
且是以更轻松更好玩更自由的方式，那么传统
的现实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还需
要在现实中生活吗？我们还需要忍受现实的
各种隔绝、排队、拥堵、塞车吗？人们会越来越
向虚拟世界迁移吗？也许，在不那么遥远的未

来，我们依然保留我们的肉身和现实的存在，
但只是把它们当做一个躯壳，一种最基本的硬
件，而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构建和享受我们的软
件，我们的内容和应用，也就是虚拟世界？

这也是对元宇宙最大的争议所在。有一
种对元宇宙的否定，认为元宇宙太虚幻：元宇
宙能让人吃到红烧肉吗？元宇宙目前不能让
人直接吃到红烧肉，但这两者不是对立的关
系，为啥不能嘴里含着红烧肉建设元宇宙呢？
虚拟与现实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现在关系还越
来越密切。比如有一款叫Horizon Workroom
的办公应用，可以让人更高效快乐地在元宇宙
里办公，那是能创造真实的价值，也能换来香
喷喷的红烧肉的。

还有一种对元宇宙的恐惧，认为元宇宙会
毁灭人类。这些人借用刘慈欣对虚拟现实的
批判，认为元宇宙能让人以虚拟的方式轻易满
足各种欲望，从而会消磨人向外探索的意志。
这里面存在着不少误解。刘慈欣当然是太空
派，认为人类的未来是星辰大海，但他并不反
对虚拟现实本身。相反，他认为这是太空开发
不可少的技术。因为航天的探索开发离不开
包括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在内的IT技术，能够使

我们在不用人类亲自冒险的情况下，在太空探
索中完成大部分的工作。他认为理想的状况是
人类内向的发展和外向的发展同时进行，互相
促进。在他的《黄金原野》里，正是地球上的亿
万人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与遥远的失事飞船上
的宇航员以虚拟的方式朝夕相处，建立了强烈
的共情，才推动地球上的政府进行巨大投入，制
造更强大的飞船去实施营救，从而促进了宇航
事业的发展。

那么，元宇宙就前景一片光明了吗？且慢
太高兴。我从人性和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好这个
元宇宙的大趋势，但是最近的大热，恕我直言，
炒作的成分居多。新的元宇宙愿景需要强有力
的虚拟现实设备的支撑。我拥有几乎所有的这
些设备，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局限：芯片的运算能
力不足，清晰度不够，视场角太小，图像延迟，对
身体动作的定位不够精确，容易造成晕眩，内容
不够。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设备都太大，太重，
戴在头上还破坏发型。这些都有待于技术的发
展和内容的开发来解决。元宇宙要能成为较为
主流化的现实，起码还要5到10年的时间，这方
面还需要很多漫长的工作。

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从前我们
的生活就是肉身的生活，我们的现实就是眼前
的现实，我们的世界就是周围的世界。随着电
报、电话和电视的来临，人类开始走入通信的时
代。你可能以为这只是交流更方便了，然而这
何止是工具的进步，我们的生命、人之为人的根
本都发生了变化。如果人就是信息，当越来越多
的人际信息能够以即时的方式传递，人与人的传
统界线就逐渐被打破，距离开始消失。数码和网
络把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推向一个新世纪，
元宇宙就是这种关系发展的体现，是人类精神新
的生长点。就像网络和AI一样，元宇宙不是会
不会来的问题，而是以什么形态来的问题。

元宇宙是一个过程，现实与虚拟融合的过
程。没有虚拟就没有想象，就没有对现实的重
构，就没有文明的发展。没有虚拟就没有现实。
一切艺术都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都是某种意义
上的元宇宙。艺术与生活随着科技的发展走向
新的融合，这是元宇宙的新阶段。当然，这也会
是一个漫长的探索的过程。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媒介

文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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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元宇宙”
严锋

天
津
百
年
冰
上
运
动
（
五
）

现
代
天
津
举
办
的

七
届
冰
上
运
动
会

邱
晓
德

周末
文丛

第
四
九
七
二
期

红衣女
武宝生

《爱玛》：
新意十足的改编版本

曹宇田

20世纪初，随着天津各租界
地滑冰场陆续开放，以及各租界
地滑冰产业和冰场异国文化的
形成，天津近现代体育受到极大
的冲击和影响。天津英租界工
部局为提高其“统领”地位，大量
推销英国产品，相继举办“万国
化装冰上舞会”“万国冰球赛”和
“万国速度滑冰比赛”。可以说
天津滑冰爱好者是从英租界工
部局举办的各种类型的冰上比
赛和冰上游戏中，感知与认知这
项体育运动的。

出于对世界先进文明和冰
上运动的追求，天津滑冰爱好者
从那个年代起每年冬季自觉走
向冰场，励志要经过多年的刻苦
训练在这个赛事平台上与西洋
人一比高低。基于以上原因，天
津体育协进会和天津体育联盟
会因势利导——为促进和推动
天津冰上运动向着更好的方向
和更高层次发展，形成与租界地
冰上运动相抗衡的局面，于1934
年1月20日在天津市官立公共体
育场（现河北区八马路南、五马
路北、辰纬路东、律纬路西，原蔡
家花园附近）举办天津市第一届冰上运动会，只设一项冰球比
赛，多支冰球队参加此项比赛，从此拉开了天津冰上运动会的序
幕。加上这次冰上运动会，天津体育协进会和体育联盟会在民
国期间共组织举办了7届冰上运动会。时间跨度从1934年到
1948年，比赛内容以冰球、速滑、花样滑冰为主，主要比赛场地
为天津市官立公共体育场、北站体育场、北宁公园滑冰场。

自此以后，天津冰上运动彻底摆脱了滑冰比赛都由外国人
一统天下的局面，极大地激励、鼓舞和推进天津冰上运动快速稳
步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人自己办赛的道路。其历史意义有四：
一、天津本埠冰上领导组织机构形成，可以科学有效组织本埠各
种冰上比赛，为建立健全比赛体系、裁判员队伍、场地设施，培养
年轻运动员打下了坚实基础；二、速滑成绩斐然。值得一提的
是，1934年1月在“英国大球场”举办的“万国速度滑冰比赛”上，
元长林在男子500米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战胜西方各路
劲敌，站上冠军领奖台。汪兴瑶也不负众望，历尽千辛万苦，杀
退了西方速滑强手对他的围追堵截，以永不放弃和顽强拼搏的
精神，最终摘得1500米冠军。在男子5000米冠军争夺战中，赵
云彪战胜英国著名速滑运动员乔治·华莱斯（George Wallace）和
奥地利速滑名将易斯托拉里（EestaughLarry），把金牌挂在胸前；
三、以南开大学白熊冰球队领衔的天津冰球集团群已经形成，像
中华、北华、金刚、墨艾、寒鹰、晶莹、寒霜、青白和南敏等冰球队，
无论是在与本埠、外埠冰球比赛上，还是与各租界地外侨冰球比
赛上都有上佳的表现；四、天津本埠滑冰场地基本形成，像天津
市官立公共体育场、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北宁公园和河北体育
场冰场的形成与建立，对推动天津当时的冰上运动起到了很好
的物质保障作用。

这一切的历史成就和优异运动成绩的取得，不但弥足珍贵，
而且永载史册。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天津人民素有开创未
来、勇于进取的精神，天津也是创造体育奇迹的沃土，世人传为
佳话。极为可贵的是，在这一切胜利的背后，除了有天津本埠冰
上运动员刻苦训练、努力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天津体育
协进会和体育联盟会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每当清晨的阳光照进卧
室时，我便来到阳台，一边沐浴
朝阳，一边欣赏楼下的风景。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楼
下路边有一位年轻漂亮的红
衣女正朝着我这边深情地张
望。莫非她也把我当风景欣赏了？我定睛细
看，不对，她不是在看我，而是凝望另一个窗口。

那么，红衣女在凝望哪扇窗口？她究竟
凝望什么？

后来，就在这个时间段，我来到楼下，远
远地观察红衣女的行踪。我终于发现，红衣
女关注的是旁边楼门401室的窗口。那个窗
口，很多时候是摆着一盆鲜红的仿真玫瑰花，
有时又换作一盆金黄色的仿真向日葵。

见此情景，我百思不解。红衣女究竟与
401室有何瓜葛？红玫瑰和向日葵又包藏什
么含义？

进一步观察还发现，每当401窗口出现红
玫瑰时，她就会轻松愉快地离去；而出现向日
葵时，她就会拿出手机点发一些信息，好像在
与401室的主人进行沟通和约定什么事情。

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联络、沟通、约

谈定事，虽然有点幽默风
趣，但又有些难以理解、琢
磨不透。

我带着疑惑到居委会
了解情况。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
诉我，401室住着一位孤寡老太太。她行动不
便，还是一位聋哑人。生活困难重重。居委会
想将她送进养老院去，可是，她死活不去。正在
为难时，红衣女出现了。她愿意无偿地为老人
排忧解难。从此，红衣女开始默默地为老人服
务。热心地为老人收拾家务，求医买药，购买生
活用品。为了方便与老人沟通，红衣女学习了
简单的哑语，还教会老人使用微信。为了能及
时知道老人的需求，买来两盆仿真花，一盆是红
玫瑰，另一盆是金黄色的向日葵。当老人在窗
台上摆出红玫瑰时，就示意一切安好，平安无
事；当摆出黄色向日葵时，就示意有事求助。

处处门窗皆有意，仿真窗花送真情。听了
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介绍，我对红衣女的默默义
举深表敬意。因为她反对声张，所以我也不便
打搅她。

她默默地帮助着弱者，我默默地被她感
动。她心系弱者，每天仰望着
401室！

每当我看到她那红色的身
影时，就觉得仿佛有一团火在燃
烧，迅速传递着热能，让我浑身
感到温暖与振奋！

是的，红衣女就是一团燃烧
的火！ 核酸检测，不漏一人。 （漫画） 李殿光

阿木铁哈显然是受了刺激，脸
上红一阵白一阵。等红和白都从脸
上褪去，阿木铁哈重新坐了下来，看
着李桂林说：李老师，我给你讲个事
吧，一个发生在二坪的事——

给苞谷薅草，呷呷勒学不敢马
虎，若要马虎他就不会再下地来——这
是“薅二草”了，苞谷地在5月里已被薅过
一遍。苞谷叶片再肥厚些就成大刀了，
带了细细齿刃，在手上、腿上不时剐蹭一
下，又疼又痒。憋着股劲儿忙活半天，呷
呷勒学伸个懒腰，顺带拿手抹掉额上的
汗。这功夫，他抬头望了望天。云层后的
太阳显见是想钻出来，似乎又欠着点决
心，暑热却是该下来的半点儿都没客气。

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儿啊——
这是一句随时可能从二坪人嘴里

冒出来的话。最初，这句话后边是有一
个问号的，像缀着一只耳朵，等着一个
回答。然而，人们始终没有等来答案。

但是这一次，呷呷勒学听到远处
传来了回音——木乃，木乃啊……

拖在“木乃”后面的声音像一支乱
了阵形的队伍，杂沓混乱。彝族称老大
为“阿木”，老二为“木乃”，依次往下，是
“木基”“木果”“木牛”。这是男丁排行。
女子是另一个序列，叫老大“阿衣”，老二
“阿呷”，老三“阿支”，老四“阿各”，老五
“阿牛”。声音是顺着一台台梯地爬上来
的，来得远，路又颠簸，是队形混乱的原
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喊话的机几日
哮喘严重，喉咙间像卡了痰，声音从痰里

穿出来，力道上打了折扣。
怕那边急出个三长两短，呷呷勒学

放下锄头，往梯地下方连跑带跳出老远
一截才停住身子，高声问道，啥事，幺爸？

要注意，要注意！也不知疯了还是
癫了，木基叶子提起一把斧头到处乱
窜，看样子是要杀人！
“斧头”是一声惊雷，“杀人”是一道

霹雳，呷呷勒学身子有如过电般抖了两
下。3月里，木基叶子放过话，要是哪天
不想活了，无论如何要拉几个人“垫背”！

拉人“垫背”，而且几个。他当时这么
说，呷呷勒学只当是句酒话。村里男人哪天
不喝酒？酒后的话要是能当真，那肚子不
挨饿、米饭敞开吃这样的梦话也能当真。
问题是往常天塌下来也不抬眼皮的幺爸
今天慌成那样，这就很不正常了。这个时
间段，青壮年差不多都在地里干活儿，留
在家的主要是老弱病残，要是木基叶子真
的发疯乱来，那还了得！想到这里，光着
双脚的呷呷勒学箭一般向寨子里跑去。

书记、村长、文书是跑不掉的，木基叶
子说过这话。书记阿木什打和文书铁拉
阿木住1组，村长木呷举打住2组。既然2
组的幺爸跑来报信，说明木基叶子是往村
长家去了。

4 有人要闹事了

据《阳羡名陶录》记载：“鸣
远……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
延揽。常至海盐馆张之涉园，
桐乡则汪柯庭家，海宁则陈氏、曹
氏、马氏，多有其手作，而与杨中允
（晚妍）交尤厚。”文中及的张氏
（柯）、汪柯庭、曹氏（廉让）、马氏（思赞）
及杨中允等人都是载入史籍的文人学
士，有的工诗文,有的善绘画,有的擅书
法。他们将陈鸣远邀请至家中，制作
茗壶，切磋陶艺。这些文人直接参与
壶形的设计、壶款的选择或拟定，甚至
亲笔书写壶款，如曹廉让书款的著名
的天鸡壶（现藏天津博物馆），这种作
品必然体现出浓厚的文人意趣。陈鸣
远本是极有天赋之人，在文人学士之
间长期耳濡目染，其文化艺术素养逐
步达到很高的境界。这充分体现在陈
鸣远的壶款内容、刻款书法以及款与
壶的配合上。如陈鸣远的南瓜壶，款
曰“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引用西
汉初年秦东陵侯召平弃官为民、种瓜
长安的典故，表达了作者淡薄高远的
心志。壶形自然生动，款式内容紧切
壶形，寓意深刻，刻款书法亦很精妙。
如此紫砂壶，已从民间的日用品，变成
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艺术品。

清代著名篆刻家、书画家
张燕昌在王汐山家看到陈鸣远
的一把紫砂壶，其底铭曰“吸甘
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
他读后感慨地说：“鸣远吐属亦

不俗，岂隐于壶者与？”将紫砂壶带入中国
文化的大雅之堂，是陈鸣远的一大功绩。
紫砂壶从刻画款到钤印款的转换，也

是在陈鸣远手里完成的。他不仅用刻画方
式署名，同时并用印章。刻画款主要用在
紫砂壶的腹部和底部，印章则用于壶盖内
和壶底等处。此后，紫砂艺人普遍开始在
紫砂壶上钤印，以代替难度较大的刻画款。
陈鸣远所制束柴三友壶，现为香港北

山堂所藏。此壶通高13.5厘米，横宽17.5
厘米。壶身为仿自然形，松枝、竹干和梅桩
组成，拦腰用藤柴紧束。壶盖隐藏在枝干
上端的横切面。壶嘴、壶柄由梅桩曲成。
壶身盘踞着两只活泼可爱的小松鼠，极富
动态，与松枝等相映成趣，提高了作品的艺
术感染力。壶底铭刻“清风撩坚骨，遥途识
冰心，鸣远”字样，既点出了“三友”的浩然
正气，又道明此壶的设计思路。“三友”指的
是松、竹、梅。松者，四季常青；竹者，经年
不凋；梅者，耐寒开花。因此人们将松、竹、

梅称为“岁寒三友”,足见陈鸣远
束柴三友壶文化内涵之深远。

陈鸣远所制梅干壶，现存
于美国西雅图博物馆。梅干
壶系仿生型紫砂茶壶，因形似
梅干而得名。

88紫砂壶进入大雅之堂
谣言压得陈晓敏透不过气，从

娘家回来后变得很憔悴，很疲惫。
她一开门，被啥东西撞了脸，定睛
一看，原来是一只破鞋，她脸色陡
变，心里一股火就往上升腾，再看
门两侧被人抹了好多狗屎，门上还
贴着漫画，写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污言秽
语，看了这些，陈晓敏脑袋就晕了。从
院子打来两桶水，把墙和门刷洗干净，
把那只破鞋扔进垃圾堆。然后，带着怒
气去找双庆，问问他为啥不看望她，甚
至连电话都不打，她很惶惑，有些气愤，
想找双庆问个明白。她走到街口，见几
个女人正嘻嘻哈哈说得开心，但她走近
了，女人们马上安静下来，她发现每个
人看她的眼神都怪怪的。她有些愤恨
地朝那几个女人瞪一眼，加快了脚步。
没走多远，身后却传来一句刀子剜心的
话，别看她表面上装得很像个人，背地
里却偷汉子，假正经。她把嘴唇一咬，
跑着去了小酒馆。

一进门就给双庆打电话，你赶紧到
小酒馆来。一脸无奈的双庆来了，见了
陈晓敏就说，我托了好几个人找梦花，
找不到啊。陈晓敏说，找不到她，咱俩
这算啥？双庆嗫嚅着说，别着急好吗？
陈晓敏脸色非常难看，我不急行吗？你
这两天去过我家吗？你都看到了吗？
那街上议论纷纷你听到了吗？我是女
人，是干净女人！是要脸的女人！你倒
脱清静了，我受得了吗？双庆满脸惊
愕，说不出话。陈晓敏说，你回去吧，赶

紧想办法，只要咱俩能走到一起，眼前这
些羞辱我就忍了，咱俩一结婚，就啥都平
静了。双庆皱着眉头离开了。陈晓敏也
回到家，接着闭门不出。

又过了三天，依然没有双庆的消息。
陈晓敏又坐不住了，再去找双庆。可出去
一开门，见门上又被臭狗屎抹得一塌糊
涂，又是那些不堪入目的漫画，门口两侧
各挂一只破鞋。她怒不可遏了，她气冲冲
地来到双庆家，一进门，高喊，双庆，你出
来。王美娟从身后过来了，呦，晓敏啊，你
找双庆有事吗？陈晓敏想尽快找到双庆，
撇嘴瞅她一眼，没搭理她。这时，于世林
从屋里出来了，晓敏啊，来，屋里坐。陈晓
敏说，我找双庆。于世林说，他一早就出
去了，说是去县里找人。陈晓敏拨通了双
庆的电话，你在哪儿？双庆带着哭腔说，
我在县城，找不到梦花的一点儿线索，她
原来的手机号已经停机，联系不上了。我
到她娘家去了好几次，说梦花根本不给家
里打电话。那咱俩的事怎么办？你一个
大男人，就不能到村委会大喇叭理直气壮
地喊一嗓子，说陈晓敏和你搞对象了，那
样全村的乌云不就都散了吗？双庆结巴
了，我，我，我我我……

双庆这样，让陈晓敏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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