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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有云：“弱智剧集欢乐多”， 这其中很硬性的一个标准就
是得有无数惊心动魄打倒观众的雷人台词，这片雷人台词的江湖
里有无数传说， 比如雷人台词圣母琼瑶奶奶奉献的无数经典，又
比如那句至尊级雷人台词“如果母后执意如此，请允许孩儿辞去
皇帝一职”。 如此类推，不胜枚举。

君可记得《情深深雨蒙蒙》中，书桓表情沉重地说出那句“8
年抗战就要开始了……”让人瞬间读懂这部琼瑶剧原来是一部隐
藏极深的穿越戏码；同样神勇穿越的还有新《三国》里刘备那句

“袁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果然是三岁看到老，还有吕布那句“我
家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 ”或许你还知道浙江版《西游
记》中真假美猴王那集，两个孙悟空一路打到如来佛祖面前求佛
祖定论，如来的一句“你们两个，必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真的
让人深深折服于佛祖的高级智商……

在无数雷人台词渊源流传的同时，更多砸得人东倒西歪的台
词新生代也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宫锁心玉》中四阿哥说出的那句

“每次我想哭的时候， 就看看天空， 这样眼泪就能回到眼眶里了
……”让人恍然大悟难怪他是四阿哥；而《新还珠》里永琪坚定地

对小燕子说出“等我们圆房的时候，我一定会有心有力，尽心尽
力！ ”这很黄很暴力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蜗居》中宋思平和小三海
藻打情骂俏所说的那些“给你吃棒棒糖”、“你鞭长莫及哦”；而《活
佛济公 2》里的济公居然说出“灵隐寺应该卖卖门票挣点外快，就
像上海办个博览会。 ”绝对让观众有上去狂抽他一顿的冲动。

虽然电视剧的台词可能没有电影那么普及，但无数经典的雷
人台词其实早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以图开心日常用语
的一部分。 生活里很多烦心事，朋友为了逗你笑跟你说“那，做人
呢，最要紧的是开心。 ”你要是听着不耳熟那就奇怪了。 跟胖胖的
同事开玩笑，你挤兑他说“二师兄！大师兄说得对啊！”你信不信能
笑倒一片？

很多经典的雷人台词， 已经成为时下很多年轻人的共知、共
鸣。在各种电视剧中精心寻找雷人的台词，已经成了
无数年轻观众的爱好。 因为雷人，所以开心。 而与此
同时，很多投资人和制片方也看到了这个商机，已经
有电视剧拿雷人台词当成卖点，要知道，网友吐槽得
越欢乐，收视率就越高啊。

有没有一间小店，你常去，和老
板相熟， 老板会根据你的喜好提供
专属服务，你认识店里大多数客人，
坐在一起彼此都会松弛， 放心分享
心事？

问了一圈朋友， 答案都是“没
有”。日常生活里，人与店的关系，无
非是钱货交易，一般而言，服务质量
和支付金钱成正比。 不过即使在甩
出大把钞票的高级俱乐部， 想寻找
可以吐露心事的听众也不容易吧。

因为向往这种店， 大龄单身的
日本漫画家安倍夜郎在漫画世界里
建起了一家深夜食堂。 这间简陋小
店从凌晨十二点营业到早上七点，
菜谱里只有一道菜———猪肉味噌汤套餐，简单
到可以忽略。 但重点是老板说：“你点你想吃
的，会做，我都给你做。” 发现没，“想吃什么我
给你做”，其实是家里妈妈才会对你说的话。深
夜食堂提供的，是家庭式服务。

食堂对所有人开放，客人三教九流，有普
通白领，也有明星、美食家，还有流浪汉、变性
人、脱衣舞女、黑社会等社会边缘人士。老板对
客人唯一的要求是：尊重他人。

客人们彼此大多熟悉，他们在深夜食堂里
有时是故事讲述者，有时是倾听者。 他们认识
彼此的方式常常是：“你的菜看上去很好吃。 ”

“你想尝尝吗？ ”“好啊。 ”
就这样，同性恋酒吧老板和黑社会老大成

了朋友。 两个人在店里互相分吃对方的菜，有
时候一方来晚了，另一方就会等。刀疤脸、总穿
深色日式和服的老板从不提自己的故事，只是
给每个客人恰到好处的关照。小混混阿彦心爱
的人去世，跑来店里痛哭，老板为他提前打烊，
空出店来，好“让他一个人呆着”。

相比食物，人和人之间的温暖、默契、惦念
更难得。 人情味才是深夜食堂的内核。 繁忙都
市里，你交付给他人的时间与关怀有多少？ 如
果真有这样一间深夜食堂， 你会在深夜走入，
和陌生人聊天说话吗？你愿意接受黑社会老大

的邀请， 和他共吃一份炸香肠
吗？

承认吧，我们不过是一个一
个孤独的“消费者”，而不是深夜
食堂里那些动了情的食客。

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
我会说《49� Up》。 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
因为它充分说明了现实比任何虚构作品都
要更残酷。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 1964 年，
英国导演 Michael� Apted 开始追拍 14 个人。 这 14 个人中，有号称
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 Andrew，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
有色人种的 Suzy，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 Nick……那一年，
他们只有七岁。

此后，每隔七年，Apted 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跟踪他们的少年、
青年、中年，到 2005 年第七次跟拍时，他们都已经 49 岁。

Apted 最早决定拍这个纪录片时， 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
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四十多年
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但这个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
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生命的荒诞。

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充满幻想，都
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圣诞树下的礼物，会在打
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 慢慢地，片中的
男人开始挨个秃头，女人开始比赛发胖，关键是，他

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
有趣的是， 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

因阶层而异。 家庭富裕的 Nick 到 35 岁
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 在苏格兰荒凉的

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明显表现出精神病症状，难以自控地晃
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能干什么。 而
精英出身的 John，早在 14 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四十多岁时，
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
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49� Up》是一个反高潮的纪录片。 从 1964 年开始，观众就开
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会演绎精彩人生，等了四十多年，终于等
到 14 个天使慢慢变成了 14 个 nobody。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 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
John， 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 无家可归的 Nick 在 42 岁之后
竟然成功跻身地方政治，变得更积极。 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
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 14 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
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磨出温润。 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
的海底，在那里与其它鱼虾贝壳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
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心灵成长，祈祷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
渺小。

好吧，这是一只
伪萝莉！ 人们都说，
孩子是地球上最可
怕的生物，他们有好
奇心、行动力、破坏
力以及《未成年人保
护法》。那么，一个活
了 33 年 的 小 女 孩
呢？《孤儿怨》中的女
主角伊斯特天生畸

形，得了一种永远长不大的病。 她先后被
两个家庭收养， 只为获得男主人的爱情。
在被拒绝之后，仅凭一己之力就把两个本
来幸福的四口之家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
亡，这样的破坏力，谁与争锋？

萝莉虽可爱，却只宜远观，不能亵玩。
近日， 日本三重县四日市某间超市内，一
名 22 岁男子因被少女称呼一声“大哥哥”
太过兴奋而休克死亡。 只是轻轻一声呼
唤，就让人送了命，真是兵不血刃，就能颠
倒众生。 奉劝各位显性的和隐性的萝莉
控：保持警戒线，不碰高压线，珍爱生命，
远离萝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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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年草上飞
筇 刘瑜

初中时看古龙的小说， 有一本里面讲到一位风
华绝代的美人， 在她八岁的时候就已经能让一众武
林豪强为她痴狂。 当时想，古龙真是太邪恶了，那些
高手也真不是人……后来看到纳博科夫的小说《洛
丽塔》，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萝莉，有一种
怪蜀黍叫做萝莉控。

不知从何时开始， 人们不再对萝莉大叔的配对嗤
之以鼻，而是怀抱着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心情娇嗔围观。
不能全怪大叔， 你看人萝莉天真无邪，谁
没有想去保护爱惜的冲动呢？ 不过，千万
别掉以轻心，以下几部电影的大叔们正以
亲身经历告诉你，珍爱生命，远离萝莉。

珍爱生命 远离萝莉
筇 孔雀

萝莉始祖片《洛丽塔》中，身为教
授的亨伯特为十四岁的美丽少女洛丽
塔神魂颠倒， 并最终为了她而开枪杀
人。在他俩的不伦之恋中，是洛丽塔主
动勾引教授的， 把教授作为跳板逃脱
沉闷的家庭。亨伯特把洛丽塔喻为：我
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
的灵魂， 然而实际上洛丽塔却是他的
索命鬼。

《洛丽塔》

《出租汽车司机》
在马丁·西科塞斯导演的《出租

汽车司机》里，年仅十四岁的朱迪·
福斯特饰演了雏妓艾瑞丝。 而罗伯
特·德尼罗饰演的出租车司机特拉
维斯为拯救她出火坑， 发动了一场
血战。 影片中的朱迪·福斯特引发了
血战，现实中，竟有她的影迷通过刺
杀里根总统来表达对她的爱慕。 差
点间接让一任美国总统送命， 除了
这个萝莉， 只怕没有哪个好莱坞美
人有如此魅力。

《孤儿怨》

6 月 30 日，澳门金光
大道度假区举行“金光大
道度假区———体验梦工
场”启动仪式，推动澳门
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家
庭游乐消闲目的地。 一众
梦工场强劲的动画明星
首次落户澳门，透过梦工
场巨星大巡游及“体验梦
工场”动画明星早餐等一
连串互动娱乐项目， 每位莅临金光大道度假区的访客都能与多位人气
动画明星近距离接触。 为配合这个崭新的主题娱乐项目，澳门喜来登酒
店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将推出“喜来登夏日套票”，让宾客不仅可以尽
情投入“金光大道度假区———体验梦工场”这个全新娱乐项目，更可以
超优惠价升级享用“体验梦工场”动画明星早餐，与挚爱的梦工场动画
明星共进丰富早餐，在欢笑声中开始快乐的一天。 此外，宾客也可选择
澳门喜来登酒店“独家梦工场主题家庭套房套票”，入住酒店三款全新
独家打造的以《史莱克》、《功夫熊猫》、《马达加斯加》等人气动画为主题
的梦工场家庭套房。 而澳门喜来登酒店及金沙城中心亦安排了一连串
以梦工场为主题的互动游戏及活动， 定必为各位宾客带来无限惊喜及
欢乐。

澳门喜来登酒店董事总经理若瑟夫·道普表示：“这个崭新的项目
为澳门的亲子娱乐活动揭开了新的一页， 必定会成为不同年龄宾客的
人气娱乐项目。 宾客除了可以入住澳门喜来登酒店全新打造的梦工场
主题家庭套房，亦可尽享连串互动且富趣味的亲子活动，加上一众梦工
场动画明星与宾客的近距离接触， 澳门喜来登酒店绝对是感受全新娱
乐项目‘体验梦工场’的最佳之选。 ”

澳门金光大道度假区展开
“体验梦工场”精彩之旅

筇 王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