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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通这些，焦媛变了。 以往工
作狂的她，连休假都是去伦敦、纽
约看剧“充电”，去年她让自己任
性了一把：“我去了巴塞罗那、巴
黎这两个想了好久的地方， 这次
绝对不看剧了，只旁观、感受一下
当地的文化，我想活在当下。 ”

即便是面对自己“从不肯妥
协”的舞台，焦媛也开始“放松小
小”：“我以前对艺术的要求是对
的，但有一部分是因为压力———
我不敢有任何差错。 现在我觉
得，我自己坚持之外，对待别人，
可以学会放松和理解。 ”

对于自己经营了近 15 年的
焦媛实验剧团，她也多了一份平
常心：“以后我只希望能好好做，
既对得起大家，又可以达到自己
心目中的艺术水准就好。 我不再
刻意想把剧团的品牌打得响亮，
其他人怎么评价这个品牌，我不

会太在意了。 ”
自认为个性里有两个极端

的她， 也开始对外界释放除了
“独立坚强专业”之外的另一面：
“我本身是很极端的， 独立的时
候可以很女强人，但其实我非常
渴望爱，很想有个肩膀让我靠一
靠或者跟好闺蜜一起聊聊天
……以前别人对我好，我就觉得
亏欠了人家， 应该加倍还给人
家，现在我放下这种焦虑，时常
告诉自己，‘人和人之间本来就
应该彼此善待’。 ”

“做回自己”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焦媛自言还在学习和尝
试：“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先人
后己’， 同时被教导了很多规矩
与条框，这些都很好，但是要平
衡，要适可而止，否则太压抑真
的会崩溃。 人还是要释放一些自
己真正的感受出来，对吧？ ”

邓紫棋陈立农助阵
酷狗直播年度盛典

2019 年酷狗直播年度盛
典日前在广州天河体育馆举
行。本场盛典主打“新国潮”，将
中国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元素
相结合， 更请来邓紫棋和陈立
农助阵。

本次盛典设计了各种“国
潮” 新玩法。 开幕表演是粤剧
《彩云追月》 混搭《野狼 Dis-
co》：一身纯白戏服的粤剧演员
带来精彩的粤剧表演， 说唱歌
手、街舞舞者、DJ 以及“电光舞
狮”轮番登场，瞬间炒热全场气
氛。而在整个盛典的串场中，中
国古典乐器与电光鼓、 电音、
B-BOX 等多种音乐元素屡屡
同时出现， 音乐形式的叠加产
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在盛典高潮环节，邓紫棋、
陈立农在观众尖叫声中空降现
场。陈立农为观众献唱《为你绽
放》及《我是你的》两首代表作
品， 更带来今年 1 月 1 日发布
的全新单曲《幸福特写》。 邓紫
棋也为现场观众送上两首新
歌，带来新专辑《摩天动物园》
的两首歌曲 《差不多姑娘》和
《句号》。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首
歌均由邓紫棋包办词曲。

本次盛典共颁发出最佳新
人奖、 最佳形象奖、 最佳才艺
奖、最受欢迎主播等 13 个个人
奖项及黄金赛道、 钻石赛道冠
亚季军及年度最强公会等 7 个
团体奖项。 最终的 MVP 大奖
由数百万场内外观众投票选
出， 最终， 主播戴琳成为年度
MVP，获得在纽约时代广场大
屏投屏一周的奖励。 （胡广欣）

小时候的焦媛， 是个不折
不扣的留守儿童。 身为京剧演
员的父亲，骨子里是个“重男轻
女”的大男人。 作为家里的第二
个女孩，焦媛出生后，父亲只淡
淡地看了她一眼， 就将她送往
外婆家。

焦媛回忆，三岁之前，自己
没有真正见过爸爸：“外公外婆
告诉我爸爸是怎么样的———高
高瘦瘦、特喜欢京剧、每天着迷
于艺术、很好客、很喜欢跟朋友
吃饭……这些就形成了我心里
父亲的印象。 ”

后来， 焦父决定离开北京
前往香港发展，在北京火车站，
焦媛才见到父亲：“现在看来，
我从小心里就有一种渴望，我
渴望得到父亲。 加上长辈给我
描绘的爸爸形象非常美好，所
以一看见他我就觉得特别亲
切，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 ”

初次见面的良好互动 ，加
之血脉之间的奇妙联系，让焦父
最终敞开心怀接纳了这个女
儿———“到香港以后的十几年，我
们的关系非常好，情感很深厚。 ”

寄身异乡为异客， 一切需
要从头来过的焦父， 未能延续
京剧演员的事业， 而是改行成
为工厂里的普通工人。 这种遗
憾被焦媛记在心里，承袭父志、
弥补父亲的意难平，成为焦媛潜
意识里不自觉想做的事：“后来
我考了香港演艺学院，这或许是
因为我喜欢舞台，也可能就是希
望可以讨好父亲，可以在父亲心
目中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

遗憾的是， 天不遂人愿，在
焦媛即将毕业的时候， 焦父罹
患癌症不幸去世， 这成为焦媛
心中永远的遗憾：“我最希望我
爸可以在舞台上看见我、 可以
为我骄傲的时候，他就走了。 ”

多年后，尽管事业上的成就
有目共睹，但焦媛“永远都不满
足”：“我永远在纠结，永远都觉
得不完美， 永远都要追求成功
……自己很放不下， 对人很严
厉，对自己就更加苛刻。 ”

像个陀螺一样抽打着自己
为舞台忙碌了 20 多年，又逢上
多年的恋情告终……2019 年，
焦媛终于发现自己的“电量”不
够了：“我时常陷入茫然， 不知
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要怎
么做？ 不时陷入崩溃情绪。 ”

心理医生告诉焦媛，她这是
典型地把“两条命活成了一条
命”：“你最纠结、 最痛苦的莫过
于父亲的那条命已经消失了。 你
一直背负着他的遗憾，你永远无
法得到想要的答复、获得想要的
肯定， 所以你情绪上很痛苦，也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成功。 ”

良言惊醒梦中人。心理医生
的话，让焦媛得以正视自己心里
头“永远缺失的那一块”，也给了
她第二次成长的机会。

事实上， 尽管拥有“霸道苛
刻难合作”“一般人消受不起”和

“大胆激情出位” 等虚虚实实的
标签，舞台之外，焦媛是个语气
软糯、举止颇有几分幼态的乖乖
女 ：“因为我的家庭真的很传
统。 ”

而这一次， 她要从父亲身边
的乖乖女，成长为焦媛自己。

为了梳理、 疗愈自己， 焦媛
找出自己 10 年前为纪念父亲而
写的音乐剧《容易受伤的女人》，
将其推翻并重新来过：“父亲早
逝是我的心结，这遗憾永远会在
我心里。 我对他的思念是永久
的，但是人生不同阶段对思念的
注解是不一样的……我的导演也
跟我说，‘你每个阶段都应该再

排一次’， 所以这个戏应该是我
生命中永久的主题。 ”

过程中， 焦媛自己执笔，一
字一词重写剧本，但继续沿用偶
像王菲的歌来串联整剧：“她的
歌词和情绪味道都很贴合我跟
父亲的关系，所以我就选自己最
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来纪念给我
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父亲）。 ”

新版剧名被她定为《约定·
香奈儿》：“‘约定’ 取自于王菲的
歌名，很贴切，这部剧也是我跟父
亲的一个‘约定’，香奈儿则是我
自己很喜欢的品牌。‘偶像的歌、
父亲的主题、 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三者有一种统一性在里面。 ”

心态的改变， 也会带来不同
的演出状态，这部将于情人节在
香港首演的剧中，焦媛希望观众
看见的不再是角色， 而是自己：
“以前我一出场， 就一定要很张
扬地让大家觉得有被‘击中’的
感觉，但这一次，我很想做回焦
媛原本的样子，说台词的时候都
未必要有表演感觉，就是简简单
单‘hello，大家好’。很私底下、很
自然的一种生活状态。 ”

最大的不同， 在于对自己和
父亲的关系重新审视 ， 焦媛坦
言：“以前我思念他，就觉得要填
补他在艺术上的遗憾，所以我一
直拼命追求舞台上的成就，觉
得‘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但
这一路走来，我是很辛苦的，好
像光是为了父亲付出而没有了
我自己。 所以 《约定·香奈儿》
里，我最大的诉求应该是‘找回
我自己’。 ”

意难忘，永远得不到的肯定 隔十年，重写给父亲的“情书”

经历分手、抑郁之后，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十年生死两茫茫
焦媛悼父说成长

得领悟，学会释放真实感受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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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眼中，焦媛活得像个“钢铁女战士”。 这位香
港舞台剧“女王”，不仅塑造了曹七巧、阮玲玉、麦克白
夫人、王佳芝、王琦瑶等一系列经典女性角色，还出演
过一系列大胆前卫的剧目。

戏外，她的故事也很多：与年龄悬殊的前男友相恋
十几年，依然“不婚不育不买房”；“我就是个女性主义
者”“艺术上我六亲不认”等宣言，在她过往的采访报道
中比比皆是。

然而，经历了分手、抑郁，回炉重造了一部自传体音
乐剧之后，焦媛对羊城晚报记者独家“剖白”———她进入
了一种“更柔软也更容易幸福”的状态。

《约定·香奈儿》剧照，
焦媛作京剧扮相

焦
媛

焦媛为《约定·香奈儿》拍海报

邓紫棋

我打开微信，原本只是想消
磨几分钟，可是当过去了一个小
时之后，我发现我的手指仍然在

手机屏幕上。它像是哆啦 A 梦的口
袋，只要你的手指还在滑动，各种
新闻和信息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
来。
在过去， 人们浏览网页时需要点

击翻页并且等候稍许才能进入下一
页，然而现在所有的科技产品，无论
是微信、 微博还是抖音都不是这样。
无论何时，只要当你浏览到页面的底
端， 下一页的内容就会自动加载上
来，用户可以一口气不停歇地向下滑
动手指来浏览信息。

这样做使得产品的操作更为简
单，同时也让你的“胃口”变大，你原来准
备看十分钟的信息，结果不知不觉看了一
两个小时。

康奈尔大学的布莱恩·文森克教授是
一位行为心理学家，他主持了一项设计巧
妙的研究，发现了一些影响我们饮食方式
的微妙因素。

文森克首先给一群美国大学生看了
一个 18 盎司的番茄汤碗， 他问学生：“如
果让你们午饭喝这个汤，你们何时会不想
再喝了呢？ ”81%的人给了一个视觉参考
点，比如“碗空了我就不喝”或“我会喝半
碗”。只有 19%的人说他们饱了，或不饿了

时就不想再喝了。
接下来文森克为实验设计了一套特

殊的装置，他在服务员通常放置汤碗的地
方钻了一个洞，然后再在每一个汤碗的碗
底钻了个洞，在碗里插入一根管子，管子
的另一端连着一锅热汤，可以让汤一点点
添进碗中，但又能让喝汤的人浑然不觉。

文森克招募了 62 个食客， 用普通汤
碗喝汤的人喝了大约 9 盎司的汤，而使用
无底碗的人则喝了又喝，当文森克叫停的
时候有人仍然在喝，其中有一个人甚至喝
了不止 1 夸脱。 他评价此汤时说道：“很不
错，喝得相当饱了。 ”事实上，他喝的汤比
用普通碗的食客多了三倍。

食客会意识到自己从自动续汤的碗
里喝了更多的汤吗？ 绝对没有，除了极少
几个例外，比如那位“1 夸脱先生”，其他
人则没有说自己饱了。 事实上他们比普通
碗组的人多喝了 73%的汤，但他们的自我
感觉跟另外一群人一样，毕竟他们只是觉
得自己喝了半碗汤而已。

没错，当我们在那些科技产品上浏览
信息和视频时，就像在那个无底的汤碗里
喝汤， 在这个永远不见底的阅读界面中，
我们无法停下来。

这些科技产品提供了各种新奇的信
息和画面，人们在期待奖励时，大脑中多
巴胺的分泌量会急剧上升。 人们会因此进
入一种专注状态，大脑中负责理性与判断

的部分被抑制，而负责需要与欲望
的部分被激活。 于是大脑被各种未知的
新奇所吸引，不停地发出“我还要”的信
号，我们的手指也不由自主地往下翻阅。

每个新信息都会带给我们一些心理
上的小意外， 多巴胺之所以会奖励意外，
这是我们还在狩猎时代的产物。 它鼓励我
们发现新的狩猎技巧， 寻找新的食物，适
应新的环境， 从而增加我们的生存概率。
在网络时代，我们也会对新奇的信息深深
地着迷，我们大脑的结构让我们注定成为
新奇事物与信息的消费者， 我们的
大脑沉迷于新信息， 却无视熟悉的
事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一个陌
生的地方旅游， 回程总是显得要短
得多的原因。

也许你正是从手机上阅读到这
篇文章的，据统计，79%的智能手机
用户会在早晨起床后的 15 分钟内
翻看手机。 某大学在 2011 年进行
的一项研究表明， 人们每天平均要
看 34 次手机。业内人士给出的相关
数据却更惊人， 达到将近 150 次。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常常会刷一
整天的手机，不得不承认，在这
个不见底的汤碗中我们已经上
瘾了。

天快亮时， 迷迷蒙蒙中见爷
爷对我说，我的菜呢。 假期回乡，
领着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到曾祖
父坟上祭拜， 顺告家事。 带了爷
爷生前喜欢的烟酒， 唯独没有带
菜。 瞬间醒来，泪如泉涌。 赶紧给
父亲打电话。 父亲说， 我去炒几
个菜，送到坟上。

下午父亲打来电话说， 今天
是阴天， 逝者收不到， 明日天晴
再说。 第二日，父亲告知，已经送
到， 还特意买了个猪蹄。 爷爷去

世十多年了， 心里还是放不下。
他躺在村外的土地里， 那块土地
就成了我家的一部分。

“明天有空一起吃个饭吗？ ”
“对不起，正忙。 ”“后天呢？ ”“也很
忙。 ”“周末总该有时间吧？ ”“已经
约出去了。 ”“到底什么时候有空
呢？”一场可有可无的饭局，逼问到
这个地步，真的很尴尬了。 对方第
一次婉拒， 便是不想参加这个饭
局。 正常人应该能感觉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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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心心 驿驿站站

放不下 □王国华（外一则）

□ 岑嵘

（幽默画） □王原

●虹影：朋友有两种，一种需
要经常见面， 否则连话都难接上，
感情更淡漠；另一种朋友不必天天
联系，三年五载甚至更长，彼此音
容模糊，可一朝晤面，宛若朝夕相
处。

●武志红：我们常讲，人应该吃
一堑，长一智，但这只是愿望，事实
是， 具有这种宝贵素质的人总是少
数， 而多数人的人生总是在同一个
地方摔跤， 而且摔跤的姿势都一模
一样。

●马卡连柯： 得不到别人尊重
的人，往往有最强烈的自尊心。

●张鸣：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我的一个朋友做过一个很好的比
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 ,忘
记自己是谁了 , 想想看你今后该怎
么生活———你谁都不认识， 这意味
着忘掉了自己的历史。

●电影《美丽心灵》台词：每个
人都会被过去所缠绕， 只是我已经
习惯不理会他们了。

●《三体》：知道在哪儿，世界就
变得像一张地图那么小了； 不知道
在哪儿，感觉世界才广阔。

●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
为什么排在最后一位？ 因为前面六
位虽然是现实的， 但是有了茶，你
的生活当中就有清新雅致。 雅的追
求，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有的人是笑起来很好看，而
你则是看起来很好笑。

●20 后陆续出生，20 后看 90
后,就像 90 后看 60 后一样。

●一对夫妻在电影院看电影。
这时， 银幕上出现女主角洗澡的镜
头，丈夫突然跳了起来。

妻子低声怒斥：“坐下， 看你那
没出息的样子!”

丈夫有些语无伦次地说 ：“不
是……我想起洗完澡忘关水龙头
了 !”

●这晚，小美下楼扔垃圾，看到
前男友蹲在她家楼下。 她走上前拍
拍他的肩膀，说：“你走吧，我是不会
和你复合的。 ”

前男友一笑，说：“想多了。 刚巧
路过，借你家 WiFi 看个视频。 ”

●这天，电视台采访部接到一个
电话，电话那头的人问电视台是不是
真的有 100 元的“新闻报料奖”，接
电话的记者说：“有啊!”那人一听，兴
奋地说：“人民西路有人过马路打电
话时一不小心掉到下水道里了,赶紧
去吧!”

记者问：“你在现场吗？ 确定消
息绝对准确吗？“那人肯定地说：“放
心吧，我就站在下水道里呢!”

短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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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手机机为为什什么么让让人人停停不不下下来来

我在你们这儿买的口罩刚戴了一天就破了！

圣人与愚夫愚妇 □孙香我

本版制图/尹锋峰

偶然看到一篇自问自答的
文章，题曰“写作的三个基本
问题”，作者是一位著名诗人，
出版过很多诗集和散文随笔
集，又得过不少文学大奖。 这
篇文章中自问的第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而写”，作者自答：

“存在感。 别人因为你的存在
而肃然起敬，尊重你。 文人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大文人
是大领袖，小文人是小领袖。 ”
此文我就看到这里没有再看
下去，后面还有哪两个问题就
不得而知了。

我就想起来《传习录》里
的一件事。 王阳明的几个弟子

在外面给人讲学，回来后向老
师汇报，说我们讲的，人家有
相信的也有不相信的。 王阳明
就说道：“你们拿一个圣人去
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
走了，如何传授得好呢？ 须做
得个愚夫愚妇 ， 方可与人讲
学。 ”王阳明教弟子真是教得
亲切。 上面那位要做“领袖”的
诗人， 怕也是要把读者吓到
的， 他那个大作谁还敢拜读，
读者也就“都怕走了”。

文人若总是要以指导和教
训大众为己任， 要做圣人，大
众怕就反而不相信他了，甚至
会觉得他很可笑了。 其实连孔

子当日亦没有以圣人自居的，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
圣矣乎？ ’孔子曰：‘圣则吾不
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
可见所谓圣人乃是弟子及后
儒对孔子的敬仰和恭维，若当
日孔子就大言不惭自以为圣
人，端着个圣人的架子，摆着
个圣人的面孔，打着个圣人的
腔调，我就不相信他还会说出
那么平实而恳切的道理来，一
部《论语》怕也就流传不到今
天，早就不值得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