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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从叶卡捷琳堡开启
不多时，列车员金师傅就告
诉我，大概十多分钟之后，我
们的列车就要穿过欧亚大陆
的分界线乌拉尔山脉了。在
火车前行的左侧立着一块

“欧亚大陆分界碑”，不是很
高大，眨眼的工夫就可能失
之交臂。那里距莫斯科1777
公里，距北京5927公里，距海
参崴7511公里。金师傅在这
趟国际列车上已经工作了近
30年，对铁路两旁的一草一
木了如指掌，甚至连哪个地
方可能有野生动物出没，都
一清二楚。

听罢金师傅的话，赶快
把相机调理好，找了一个最
佳观景车窗，从1788公里开始
倒数：1 7 8 7…… 1 7 8 6……
1779……1778……这是一个
激动人心的时刻，上中学时
就从地理课本上知道了乌拉
尔山脉是欧亚大陆分界线，
想象不出那会是何等景象，
壮观还是巍峨，绵延抑或陡
峭。当然，乌拉尔山脉仅仅是
欧亚分界线的一部分，与之
串联在一起的是乌拉尔河、
里海、高加索山脉、黑海、博
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
达达尼尔海峡，从北至南形
成一道长达4000公里的分界
线，将地球上一块最大的陆
地欧亚大陆分隔开来，一边
是欧罗巴，一边是亚细亚。

火车急速穿行在茂密的
白桦林和红松林中，间或有
河流、山川，偶有狍子、野猪
之类的动物出没。

列车进入一段弯道，正
午的阳光射进车厢，对我的
观察效果产生影响。赶紧调
换一个角度，避开刺眼的乌
拉 尔 光 线 。就 在 此 时 ，

“1777KM”出现在一块很小的
白色水泥方形柱子上，转瞬
之间，一块锥形的欧亚大陆
分界碑在距离铁道二十多米
的一个台阶上现身。看不很
清楚界碑的质地是什么材
料，其高度大约在三米左右，
白色的底座有些粗糙，总之，
与我想象的欧亚大陆分界碑
有不小的差距。能看见的界
碑三面都有用俄文写的亚
洲、欧洲的内容，普通、简单，
就是一个标志而已。这也难

怪，因为欧亚
大陆分界线从
北到南实在漫
长，而且大多
处在人迹罕至
的地方。据说，
在离叶卡捷琳
堡市区不远的
市郊，也立有
一块欧亚大陆
分界碑，无论

从规模还是制作的精细程
度，都比我看到的竖在远东
铁路边的这块要好、要大。假
如这条欧亚大陆分界线处在
中国，得有多少名目的开发项
目出炉？找个空地，找个噱头，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砌上一
大堆莫名其妙的建筑物，就可
以卖门票纳客了。毕竟俄罗斯
不是中国，地大物博人稀少，
而且对原始生态环境的保护
相当严格，并非想开发就能够
开发。在火车上看得很清晰，
铁路两旁的原始森林保持着
非常好的固有状态，白桦林、
红松树参天玉立，呈现出蒸蒸
日上的自然状态。

尽管著名的“欧亚大陆
分界碑”感觉有些太过平常，
但是，此界一过，呈现在眼前
的立马就是浓浓的俄罗斯风
情。下午5点16分，列车到达乌
拉尔山脉以西地区的第一个
火车站——— 别尔米二站，这
里距莫斯科还有1434公里。

夜幕降临，即将到来的
这个夜晚，是我们在这趟列
车上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
一路与我们相伴的金师傅做
了自己拿手的京城名菜酱肉
和皮冻。在国际列车上当服
务员，做饭是必备的一门手
艺。尽管火车上也有餐车，但
都是在哪个国家行驶就用哪

个国家的餐车。从北京到二
连浩特这段餐车是国内的，
列车员能够享受自己的餐车
供应的工作餐，包括乘客也
可以吃上免费的份饭。到了
蒙古段就得换上人家的餐
车，中国餐车留在二连，到了
俄罗斯再换成他们的餐车。
听列车员讲这是因为国际列
车上不能从事经营活动，在
本国可以，出境就算违法。比
较起来，中国这段最短，只有
一顿中餐和一顿晚餐，对乘
客还是免费的，最吃亏。蒙古
国境内有一个整天的时间，
最多三餐，剩下的时间都是
俄罗斯铁路部门的餐车在服
务。中国人的旅游方式是很
独特的，出门喜欢带一些自
己吃的家乡食品或相对便宜
点的速食，如方便面、榨菜、花
生米。除了在国内的免费两
餐，几乎没有人再到餐车上
用餐。旅客可以这样凑合，列
车员不行，但是，他们也同样
吃不起异国餐车的饭，每出
来一趟只有153美元的补助，
估计也就够早餐的钱。他们
出来一趟来回就是半个月，要
保证饭食的质量和口味，只能
自己动手。每次在北京开车之
前，他们就去超市大采购，把
需要的东西买全，带到车上，
好在车上有一个微型冰箱，保
证肉产品不会坏掉。列车没有
专门的厨房，他们就用烧暖气
的锅炉房旁边的小炉子，在不
到半平方米的空间内施展自
己的厨艺。天长日久，个个练
出一手特级厨师的本事。我
们在列车上吃的饭，都是从
人家列车员嘴里抢的美食。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
者、知名专栏作者，出版作品
多种)

因为看电影(电视剧)而
对演员产生不客观的感情，
这辈子一共有过三次。

第一次在初中，因为《绝
代双骄》爱上了“小鱼儿”梁
朝伟。小城闭塞，只能依靠电
视和贴画，但妈妈限制我看
电视，零用钱又买不了太多
贴画，这些都让我对遥远香
港的大明星的感情变得更加
真挚深厚，还好并不悠长。

第二次在大学，如果我
没有记错，应该是1994年的

“三八”妇女节，我读大一。学
校里庆祝“三八”节的方式是
在破旧的电影院里放映《霸
王别姬》这部大名鼎鼎的电
影。虽然是妇女节，我们学校
的男同学并没有因此变得绅
士，为了帮舍友们抢到票，我
爆发了女汉子的洪荒之力。

据舍友作证，当晚我说
梦话还在念叨蝶衣，这个被
传为笑谈的典故让我很羞
愧。我不喜欢少女风格，开车
听音乐电台，不幸遇到又嗲
又娇蹦蹦跳跳的女声必须秒
关，所以梦里念叨角色的名
字这事想想就令人汗毛四
起。之后我还做过更过分的
事，为了攒钱买学校小卖铺
里张国荣的磁带，我一周没
有吃早饭。磁带到手也听了
好久，我喜欢他的厚嗓子，但
对于粤语歌不怎么会欣赏，
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更喜欢听
齐秦和张雨生。

从来不算荣迷。他去世
我也漠然，一个人愿意去死，
也有去死的权利。生命可贵，
那是因为说这句话的人全都
活着。当然，因为抑郁的原因
就格外可惜点。不过前几天
香港影展，我去看《纵横四
海》，在大屏幕上忽然看到张
国荣的特写，还是情不自禁

倒吸一口气，发出全心全意
的感叹。这个人不高，面孔其
实也是常见的东南亚面孔，
但是面孔后面那个复杂的精
气神儿，让它变得摄人心魄，
发出不像肉体的、钻石一样
的光芒。

不知道是不是演员的原
因，我一直认为王家卫的《春
光乍泄》是他的最佳。有段时
间非常讨厌王家卫式的矫情
台词。香港影展里看《旺角卡
门》，贤惠的张曼玉留言给混
混刘德华：我给你买了一套
杯子放在厨房里。可是我知
道它们都要被摔碎，所以我
藏了一只杯子。如果有一天
你需要它，记得给我打电话。

中年妇女听到这样的台词唯
有冷冷一笑，但是，想到《春
光乍泄》里何宝荣的那句“不
如我们重新来过”还会忍不
住难过。这个片子把王家卫
擅长的那种构图、色彩、节
奏、情感都酝酿到了最好的
那个点，“不如我们重新来
过”讲的是永远无法重新来
过的虚无和惘然。

第三次是读博士的时
候，刚刚有了自己的电脑，在
碟店里花一块钱租了一张片
子，叫做《秋日传奇》，崭新的
光驱哆哆嗦嗦地轰鸣着，终
于把这张千疮万孔的盘读了
出来。一个耀眼的金发牛仔
骑着马，跋山而来，涉水而
来。大片的草地是为他铺展
开的，高大碧绿的山脉是为
他当背景板的。那就是布拉
德·皮特。

过了十年，我准备在电
影评论课上给学生讲这部电
影，又找出来认认真真地看
了几遍。这才发现我已经不
能够再接受这种发动起所有
电影方式来塑造一个有魅力
的人物的表现形式。这种形
式中所蕴含的精神，我认为
很类似于法西斯。观众是不
被尊重的，被煽情的音乐、强
烈的情节所绑架，而多年前
的我，就是一个被绑架者。而
且这个电影集合一切力量所
塑造的这个神，我也不再喜
欢。

然而这并不妨碍皮特在
我心里和别的男明星不一
样。这么多年他恋爱、结婚、
离婚、再婚，过得相当热闹。
他的第二任妻子的人设有着
非常戏剧的变化，他俩站在
一起异常般配，是地球上出
挑的雄性和雌性。有人嘲笑
皮特那像每天艰苦地咀嚼山

东煎饼而格外发达的腮帮
子，但有过年轻时看《秋日传
奇》金发牛仔骑马跃出地平
线的那一刻，这样的腮帮子
算不了什么。

据说皮特和安吉丽娜·
朱莉的离婚原因是孩子的教
育方式。但也许是因为荷尔
蒙在这个人身上用完了吧，
有人喜欢长久的幸福，有人
喜欢饱满的激情，同样的细
节，不同的人看来大概感受
完全不同。苏菲·玛索演过一
个叫《我选择留下来》的电
影，她在里面是一个贤惠妻
子，数十年如一日地开车陪
着酷爱自行车运动的丈夫进
行野外训练。只要到了休息
点，她就奉上丈夫爱吃的羊
肉三明治。她的丈夫也数十
年如一日，在拿到羊肉三明
治的时候，像小狗那样咻咻
地嗅一嗅再吃。喜欢长久幸
福的人，听到这样的“咻咻”
声可能会觉得母爱爆棚，至
于喜欢饱满激情的人，恐怕
会疯吧？有一天苏菲·玛索就
疯了，在“咻咻”的声音中不
能控制地尖叫起来，开车就
走，把丈夫和羊肉三明治以
及小狗一样的“咻咻”声一起
丢在了旷野里。

居然看到公众大号还在
说安吉丽娜·朱莉“十二年上
位洗白却落得满盘皆输，抢
来的幸福终究守不住”。离婚
就是输吗？人家过自己的生
活，也并不是在给你们表演

“洗白”。
这样的题目总让人感觉

生活在中世纪，忍不住要赶
紧去享受下抽水马桶才觉得
踏实呢！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
学院副教授、电影学硕士导
师)

尖子·选材·陪绑

一天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做东
吃饭，席间还有她的几位朋友，其中
一位是商人。这位商人在聊天时聊到
了教育，讲起了他小时候的事情。他
在部队里长大，尝试学过跳水。他说，
他跳了一次后，教练说，“你再跳一次
让我看看。”他又跳一次，教练说，“你
不要练跳水了，学其他的去吧。你的
腿的形状不适合跳水。”当然，他后来
没有再练跳水。

这个故事是说，一个人如果真想
在某方面发展，成为这个领域的尖
子，必须天赋里有这个东西，而行家
是有甄别的眼睛的。比如日本第一位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当
初在上大学还是念技校的问题上，他
的校长同时也是他的数学老师就别
具慧眼，发现汤川秀树的天赋并说服
了汤川的父亲，让他上了大学。

我以前有位老师有句话，叫做
“尖子代表水平”，所以他就很重视尖
子的培育。选拔是第一关，首先从中
考总成绩进行第一轮选拔，然后再通
过数学和语文考试来选拔，专门为这
些选拔上来的学生开小灶。郑也夫老
师一再呼吁，对一流或者超一流人才
的遴选比培养更重要。他常常用体育
界选苗子来举例子，因为体育界更容
易观察。当然，选拔本身并不是容易
的事情。不仅仅是说选拔标准的问
题，更是一个利益博弈的问题。比如
研究生选拔是属于高级人才的选拔，
但是考试、保送、推荐信和面试都面
临不同的问题。就说考试吧，他发现
时下研究生考试题目基本上都靠死
记硬背，尤其是考试风格、题型经久
不变，考生早就琢磨透了。他在北大
和很多研究生新生交谈后惊异地发
现，有的几乎什么书都没读过，能考
上完全靠死记硬背加上题目的弱智。
保研同样存在问题，很多学生为了获
得保研的资格，努力保持好的学分
绩，在各门课上都争取很好的分数。
这样，学生成了分数的奴隶而不再关
注自己的兴趣。推荐信的可信度更
低，而面试往往流于形式。

尖子的培养还有个问题，就是不
少家长要“赌”一把，不管自己的孩子
天赋如何，看见丁俊晖得冠军了，就
效颦小丁；看到郎朗成了钢琴王子，
也要培养孩子成为另一个郎朗。可事
实上，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社会里，尤
其是文体领域，多数都是陪绑者，没
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成功。因为冠军只
有一个，就是加上亚军和季军，也不
会有几个人。多数人注定在这个路上
极为辛苦，而最终只是沦为陪绑者。
那天晚上几个人闲聊，一个朋友的同
事讲了自己的“音乐苦旅”——— 他曾
在河南赛区电视海选类比赛中得过
第四名，后来在东北吧台唱过，据说
那是小沈阳唱过的地方，他的隔壁就
住着后来在“中国好声音”中成名的
某歌手。为了成名，他在外受尽了欺
负，他后来决定不再漂泊，回到家乡，
做房地产销售，结果做得挺好。他的
歌确实唱得不错，他那天还给大家奉
献了两首，应该说他在音乐上有一定
天赋。

可即使有了天赋，成才的因素也
仍然有很多。在北京地铁上，刚上去
喘口气，忽然一个带着吉他的青年弹
唱起来，而且边走边唱。唱得确实不
错，嗓音很好，而且是真唱，富有情感
地唱。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流浪歌手，
不得志的流浪者。我为他的勇气和执
着所感动。因为，这里有不少人的眼
光是鄙夷的，而且似乎地铁里也不许
歌手唱歌。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具体故
事，但背后一定有很多心酸经历。实
际上，好的歌手，没有机会和舞台，也
徒然无奈。有人做过实验，一位著名
歌手被置于舞台上或者放在路边，获
得的评价天壤之别。同一个人，换个
地方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不是音乐不
同了，而是听众的心理不同了。真正
识货者不多。这就是包装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为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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