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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32 岁的肖恩·康
纳利出演了第一步邦德电影
《007 之诺博士》。用豆瓣影迷
“马发财”的话来说，该片虽然
剧情较弱，却定下了此后“007”
电影的基本风格：“英俊风流、
绅士风度、香艳女郎、国际破
案，以及最后的激情戏。”

从 1962 年到 1971 年，肖
恩·康纳利共演了6部“007”正
传电影，除了第一部，还有《007
之俄罗斯之恋》《007之金手指》
《007 之霹雳弹》《007 之雷霆

谷》《007之金刚钻》，其中他本
人最喜欢《007之俄罗斯之恋》。

跟继任者丹尼尔·克雷格
一样，康纳利也厌烦总是演同
样的角色。因此，他在演完
《007 之金刚钻》之后便拒绝演
下一部，即使片方开出了 500
万美元的天价片酬。此后肖
恩·康纳利便暂别了“007”系
列，直到 1983 年，53 岁的他玩
票主演了一部外传片《007外传
之巡弋飞弹》。

对于“007”系列电影在全

球电影市场的成功，肖恩·康纳
利早在1965年就表述了自己的
思考。他认为，影片的成功跟
出现的时机很有关系：“邦德是
在战争结束后出现的，当时人
们已经厌倦了定量配给、实用
衣服、以灰色为主的单调乏味
的时代。而邦德出现后，用他
的衣服、他的车、他的酒和他的
女人，像用一把热刀切黄油一
样，把所有的一切都切开。男
人都想模仿他，而女人则为他
感到兴奋。”

竟然讨
厌自己

的角色
！

“初代邦德”肖恩·康
纳利

去世，享年90岁
初代“007”扮演者肖恩·康纳利于10

月 31 日逝世，享年 90 岁。他的家人表
示，康纳利是在家人的陪伴下，于睡梦中
安然离去的。

影史将肖恩·康纳利定义为“最好的
邦德演员，没有之一”，但讽刺的是，他本
人却并不喜欢这个角色，甚至拒绝了高价
片酬演续集的诱惑。跟风流富有的
“007”不同，康纳利出身贫寒，一
生几无绯闻，性感魅力几乎都
留在了大银幕上。

肖恩·康纳利的人生并
不像“007”那般条件优渥。
他出生于爱丁堡的贫民区，
是清洁女工和卡车司机的孩
子。9 岁那年，康纳利就为
了分担家庭开销而上街卖报
纸，13岁辍学打工。16岁加
入英国海军，但贫穷留下的
胃溃疡后遗症，让他不到三
年就退伍了。

虽然小时候营养不良，
但康纳利却生就一副高大健
硕的身材。退伍回到家乡
后，他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
包括泥瓦匠、货车司机、棺材
匠、私人保镖、美术模特、救
生员……这或许正是他受不
了“007”的原因，康纳利曾
坦承：“我喜欢底层的角色，
而‘007’的故作姿态以及高
高在上的特权身份让我非常
不适应。”

前往伦敦发展后，因为
不错的戏剧天赋，肖恩·康纳
在参加了一个歌舞速成班之
后，拿到了舞台剧《南太平
洋》的演出机会。24 岁那
年，他首次“触电”，在电影
《春日紫丁香》中获得了一个
小配角。之后通过几部影视
剧 ，他 被 看 中 ，成 为 了

“007”。
幸运并不是康纳利成功

的全部原因，还有勤奋和热

爱。在离开“邦德”之后，他
仍然活跃在各种电影中，一
生总共出演了过百部作品，
《勇闯夺命岛》《天降奇兵》
《铁面无私》等都令人印象深
刻。他从不介意演主角还是
配角，1988 年，他凭借电影
《铁面无私》获得了奥斯卡最
佳男配角奖的小金人。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已
经年过六旬的肖恩·康纳利
依然活跃在片场。1999 年
的《偷天陷阱》，年近70岁的
他与凯瑟琳·泽塔琼斯搭档
演情侣，依然魅力不减。当
年，他被《人物》杂志评选为

“世纪最性感男人”。而一生
中，肖恩·康纳利只结过两次
婚。

2005 年，肖恩·康纳利
获得了美国电影学院授予的
终身成就奖。2008年，78岁
的肖恩·康纳利宣布退出影
坛：“我想，我也应该去做一
些同龄人都在做的事了，比
如在公交车上被孩子让座，
而不是在摩天大楼之间上蹿
下跳。趁现在走吧，留下最
后一个完美形象——谁也不
愿意看见一个一辈子优雅的
人最后狼狈出丑，我也不愿
意。”

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时
不时地担任电影制片人，或
者为动画片配音，但再也没
有在银幕上亮相。

““最好的最好的
””007007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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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康纳利去世的消
息由其子向媒体透露，其子
表示父亲在睡眠中安详过
世 ，当 时 家 人 都 围 绕 在 身
边。就在两个月前，肖恩·康
纳利刚度过了 90 岁生日。
过去几年有关他身体抱恙的
消息频频传出，其中包括阿
兹海默症以及反复发作的可
疑的喉部息肉——他吸烟，
且兄弟有相似病史。

在肖恩·康纳利去世的
消息传出后，“007”系列电影
发表官方悼念：“肖恩·康纳
利爵士的逝世让我们倍感震
惊。他作为初代‘007’的扮
演者将被所有人永远铭记，
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当他
说出那句影片中的经典台词
——‘我的名字是邦德，詹姆
斯·邦德’，他便已经永载电
影史册。他用坚韧不拔和机
智诙谐的形象塑造了这位性
感而富有魅力的特工，并彻
底改变了世界。毫无疑问，

‘007’系列电影的成功很大
程度上要归功于他，我们将
永远感激他。”

现任“007”扮演者丹尼
尔·克雷格也发表声明，悼念
先行者：“听到这位电影界伟
大人物去世的噩耗，我非常
悲痛。肖恩·康纳利爵士将

会被铭记——不仅仅是作为
邦德。他定义了一个时代、
一种风格，他在大银幕上呈
现的睿智和魅力可以用百万
瓦特来形容，他帮助定义了
现代商业大片。在未来的日
子里，他还将继续影响着演
员和其他电影人。我的思念
与他的家人和亲友同在。”

丹尼尔·克雷格是第六
代“007”的扮演者，在他与肖
恩·康纳利之间，还有乔治·
拉赞贝、罗杰·摩尔、提摩西·
达顿、皮尔斯·布鲁斯南出演
过“007”，他们共同打造了这
个风靡全球半个多世纪热度
不减的谍战片系列。

肖恩肖恩··康纳利康纳利 图图//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BB 他形容“007”的出现：就像“热刀切黄油”

演配角拿了小金人，
更喜欢“底层角色”

定义了詹姆斯·邦德
的基本形象

第六代“007”评价：“他定义了一个时代”

《007 之霹雳弹》

《007 之金手指》

年近七旬出演《偷天陷阱》

2020年11月2日/ 星期一/ 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易芝娜/ 美编 李焕菲/ 校对 李红雨 A9会晚E-mail:wbylbyzn@ycwb.com

·潮人新知

奇趣
物生

□小山草木君

一项新研究表明，人类仍
在进化，并且“速度比过去250
年里任何时候都更快”。这一
发现是由澳大利亚的弗林德斯
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的专家们
得出的。

你是否比别人多
一条正中动脉？

这一发现来源于一条正中
动脉的研究。正中动脉是人类
胚胎循环过程中的重要血管，
把血液输送到前臂和手部。人
类出生之后，这条动脉会逐渐
消失，由桡动脉和尺动脉所取
代。但科学家发现，自从19世
纪末以来，正中动脉保留在前
臂的情况有所增加——我们的
前臂上同时存在三条动脉的实
例一直在增加。19 世纪 80 年
代前后，这种情况的发生率为
10%；但是到了 20 世纪，其发
生率上升到30%。

研 究 团 队 发 现 ，目 前 有
35%的人前臂上有这条血管，
并且推测从现在算起，80年后
出生的人都会有正中动脉。

弗林德斯大学的泰根·卢
卡斯博士说：“自从 18 世纪以
来，解剖学家一直在研究成年
人是否保留了这条动脉。而从
目前所知的数据结果中可以发
现，就进化而言，这种停留在相
当短的时期内发生率有很明显
的上升。”他说，“导致这种上升
的可能，是参与正中动脉发育
的基因发生变异，或是母亲

在怀孕期间存在健康

问题，或是两种原因都有。如
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到
2100年，大多数人都会有前臂
正中动脉。”

该研究团队认为，保留正
中动脉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增
加了总体血液供应，并且可用
作人体其他部位外科手术中的
替换血管。

这种情况被称为
人类的“微进化”

论文资深作者、阿德莱德
大学教授马切伊·亨内贝格
说：“正中动脉是说明我们仍
在进化的一个完美例子。因
为与前几代人相比，最近出生
的人更容易保留这条动脉。”
他说，“我们收集了解剖学文
献发表的所有数据，并持续解
剖为了阿德莱德研究而捐献
的尸体。我们发现，约 1/3 澳
大利亚人的前臂上有正中动
脉。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
那么到本世纪末，每个人都会
有这条血管。”

报道称，正中动脉并不是
人类仍在进化的唯一标志。比
如还有些人天生就没有智齿。
该研究团队说，这是人类脸部
变小的结果，脸部变小使得可
以容纳智齿的空间减少。

这项研究还发现，隐性脊
柱裂的现象也有增多。隐性脊
柱裂是指位于脊柱底部的骶管
闭合不全。

卢卡斯博士说：“我们还发
现许多人脚上多出了关节，也
就是两块或更多骨骼之间的异
常连接。另外，天生在膝盖后
面长有一块小骨头——‘腓肠
豆骨’的人也有所增多。但这
些东西都不会造成伤害。”

报道指出，在新千年开始
时，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进
化早在法老统治时期之前就
停止了。但是最近的研究表
明，在过去 5000 年里，基因变
化的速度比其他任何时期都
快100倍。 （沈鹏）

加拿大一对乐高粉丝父子用乐高积木创造出一台
披萨生产机。
只要把一块披萨底胚放到固定的位置，这台乐高版披

萨生产机就可以自动开始分发番茄酱、搓碎干酪、铺上香肠
和辣椒，通过披萨底座的旋转，酱料最终能被覆盖均匀。最
后，将铺好材料的披萨放进烤箱烘焙后，就可以上桌开吃。

这位父亲本身就是烘焙爱好者，他表示：“制作披萨是
一种艺术和喜爱，而用乐高制作成工具来做披萨，更加充满
乐趣和满足感。” （CC/文 视觉中国/图）

登高所插“茱萸”，到底是啥？
人类仍在进化，并且速度更快

保留正中动脉、脸部在变小……
这些都是证据

潮人
美审

乐高积木
打造“披萨生产机”

作者小山，本名胡冬平，是一位植物爱好者。本文为证
明古人诗词间的茱萸究竟是哪种植物，作者引经据典，翻阅
了诸如《中国历代百花诗选》、四库全书之一的《草木典》等
大量资料，并结合自己的实践考察，最终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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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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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谈起
重阳节相关诗文，多数人首先浮
现在脑海的，也许是王维那首千
古绝唱《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
人。”重阳节登高望远、插戴茱
萸，是我国的古老风俗。但茱萸
究竟是何模样？却非人人皆知。

谁是史上“三茱萸”？

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吴均有
一部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记
载了“重阳登高”这一风俗之起
源：“汝南桓景，从费长房游学累
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
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
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
酒，此祸可除。’景如言，举家登
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
死 。 长 房 闻 之 曰 ：‘ 此 可 以 代
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
戴茱萸囊，盖始于此。”

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也
反映出先民们当时的普遍心理，
在季节变换之际，登高、饮菊花
酒、插戴茱萸，主要目的是为了去
邪避祸、祈福求安。

茱萸是唐诗之中常见的咏物
题材。当时写茱萸写得最好的三
位诗人杜甫、朱放、王维，曾有被
合称为“三茱萸”的逸闻雅事。唐
韩维《九日席上赋得茱萸》之中有

“三英佳句在，殊喜继风流”之
句，即指此事。宋人洪迈《容斋随
笔》也记载了“三茱萸”之事，他
还一口气找出了十几首茱萸诗，
但觉得以杜甫为最佳。

杜甫在《九日蓝田崔氏庄》写
道：“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
仔细看。”诗人沉重的心情和深广
的忧伤，在醉里这“一问一看”之
间表露无疑。“那得更将头上发，
学他年少插茱萸”，出现在朱放的
《九日与杨凝、崔淑期登江上山

会，有故不得往，因赠之》之中，
表达的也是他面对岁月逝去却无
可奈何的感时心态。王维的“茱
萸”就不重复了。

古人用字简约，或者说当时
世人共知茱萸何指，故诗词及文
献之中只用“茱萸”二字。但在现
代植物学中，茱萸却有吴茱萸、山
茱萸等不少种，科属也不同。古
人究竟说的是哪一种呢？

是吴茱萸，还是山茱萸？

吴茱萸为芸香科吴茱萸属，
而山茱萸为山茱萸科山茱萸属。
二者虽均为落叶小乔木或灌木，
但形态、气味差别很大。

吴茱萸单数羽状复叶，聚伞
型花序，花小，白绿色，果实紫红
色，五颗围成一圈，表面粗糙，有
凸起的斑点，像个微型小南瓜，皮
破之后，会露出黑漆漆的种子，气
味芳香浓烈。

山茱萸叶对生，椭圆，弧形脉
很好看，和四照花的叶子很像。
伞形花序生于枝侧，小花黄色，花
瓣四个，反卷，先叶而生，核果枣
红色，有点像小番茄。

时至今日，“遍插茱萸少一
人”之“茱萸”到底为何？其实争
论不一。但焦点始终集中在吴茱
萸和山茱萸二者身上。

王笑尘在 2001 第 3期《中药
材》发文，考证“茱萸”为“山茱
萸”，反响最大。华南植物园官微
亦有文章持如是观点。

“山茱萸派”主要论据，估计
来自《中国植物志》中吴茱萸“产
秦岭以南各地”的记载，认为王维
老家在秦岭以北的蒲州，即今之
山西运城永济市，地在华山以东，
故诗中称“山东”兄弟，非今之齐
鲁山东。而《中国植物志》记载，
山茱萸南北皆有，陕甘晋鲁皆
产。且山茱萸果实至秋“红艳欲

滴、晶莹剔透”，插在头上很好
看。但“山茱萸派”的观点还是有
点片面和单薄，稍微引证相关诗
词及文献，就会发现此派观点基
本站不住脚。

秦汉时期成书的《名医别录》
曰：“吴茱萸生上谷、川谷及冤
句。九月九日采，阴干。陈久者
良。”上谷，为今之河北省张家
口；冤句，为今之山东省菏泽市。
这说明秦汉之际，吴茱萸在北方
就已分布普遍。唐代鄞县人陈藏
器在其著作《本草拾遗》中指出：

“茱萸南北总有，入药以吴地者为
好，所以有吴之名也。”作为同时
代人，他的观点最有说服力。

在唐诗之中还可以找到一些
证据，比如王维与裴迪就有关于吴
茱萸的唱和诗。王维写道：“结实
红且绿，复如花更开。山中傥留
客，置此芙蓉杯。”裴迪和诗：“飘香
乱椒桂，布叶间檀栾。云日虽回
照，森沈犹自寒。”他们说的是王维
辋川别墅附近的一片吴茱萸。尤
其裴迪的和诗，已经把吴茱萸的味
道和叶形描写很清晰了。

辋川在今之蓝田县，亦在秦
岭之北，同样长有吴茱萸。即使
植物志中说吴茱萸产于今之秦岭
以南，也不见得秦岭附近的山西
运城就不产吴茱萸。故吴茱萸产
地之说，显然不足以证明其观点。

为何要遍插茱萸？

其实最需要弄清楚的，是为
何要插茱萸或者佩戴茱萸。

古人一直就有佩戴芳香浓烈
之品如藿香、佩兰等来保健的习
惯。从本草类书籍的记载和医家
对茱萸的认识来看，吴茱萸性温，
气味浓烈辛躁，而山茱萸性偏平，
无特殊气味。端午节在门上插艾

蒿，是利用其强烈的气味来驱瘴
辟邪，这和古人佩戴茱萸香袋和
头上插茱萸去邪避祸是一个道
理。如此看，大家插的应该是吴
茱萸。

《本草纲目》吴茱萸条目下，
引用了两则资料，亦可证明这一
点。其一引《淮南万毕术》云：井
上宜种茱萸，叶落井中，人饮其
水，无瘟疫。悬其子于屋，辟鬼
魅。其二引《五行志》云：舍东种
白杨、茱萸，增年除害。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古人
对于吴茱萸和山茱萸之区别，区
分得很清楚，故从效果和文献两
方面来看，茱萸为吴茱萸无疑。
只是我们有些现代人用现代的观
点，去生搬硬套古人之意，实在
有张冠李戴之嫌。

吴茱萸在宁波分布很广泛，
可谓“处处有之”。山间遇见赤果
累累的它们，再联想起唐人“三茱
萸”之雅事，古今时空之差异，瞬
间消失，再读这些诗篇，更觉亲切
有味了。

（本文摘自小山所著的《甬城
草木记》）

科普
击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