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A01版）建成的手绘工作室里，有一面墙都

是大大的落地玻璃，一年四季大部分时候都有阳光和

煦的撒在她的工作台上。工作室里还有全套喝咖啡

的装备和舒服的沙发，有时这里会变成咖啡馆，朋友

们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这里又会成为头脑风暴的会

议室，通宵开会都是常态。

她住的房间却截然不同，依旧保留着以前的老窗

户，房间里塞了一些她从各处淘来的二手家具，竟有

点像上世纪 80年代老工厂的宿舍。“工作室是用来接

待和工作的，这里却是我自己的天地，我喜欢老旧的

感觉。”田小白说初来苏州的时候，总觉得古城区哪里

都是破破旧旧的，现在偏偏爱上了这种感觉。“有光阴

和生活的味道。”

记者手记：

每一次出发，都为了回归

汪曾祺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烟火气，是葑门横街熙熙攘攘的人群，是炸油条

滋啦啦的油响，是楼下的奶奶拽住我问有没有对象

……苏州的古城区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作为苏州最

古老最响亮的“名片”，这里保留了苏州最深入人心的

人间烟火。

过去的几十年里，因各式各样的原因，年轻的苏

州人逐渐把生活从古城区迁出。似乎把整个古城都

腾挪给了父辈，甚至祖辈。有一段时间，总感觉，古城

真的老了！

近年来，随着古城保护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古

城越变越江南，各色网红店、精品民宿竞相入驻，充满

活力的苏州古城似乎又回来了，越来越多的苏州人选

择把生活安在古城。

作为专门为苏州古城区私房进行翻建的建筑设

计公司，天空工作室的负责人纪迪遇见过很多在古城

买私房翻建的人，在她看来，回归古城的人分为四类：

一类是想拥有独门独院、有天有地的生活的人，在古

城，他们可以用比较小的投入找到别墅平替；第二类

是喜欢江南文化、苏式生活的人，这些人往往事业有

成，更追求精神上的满足；第三类是追求充满烟火气

的生活的人，出于养老或者学区的目的，这些人更看

重生活的便利性；最后是一批带有投资目的的人，古

城寸土寸金，加上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城市限高政策，

使得古城住宅存量非常有限，很有投资价值。“这两年

增长最快的是第二、第三类的客户。”纪迪说。

物质越来越丰富，人们不断追求更为丰富的精神

世界和文化产品，“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到古城区寻找

这个城市发展的文化脉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

历史系教授胡阿祥认为，对古城进行以有机更新为内

涵的“微更新”和以人为本的“活态保护”，印证着苏州

城市发展理念的变迁。

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苏州古城，是有深厚

历史情怀的，更是有繁盛人间烟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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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华

珠塔前传

马春帆决定自己

写书，自己说书，既能

展示才华，又能打发

时间，更能补贴家用。

写什么呢？现在

外面最流行的是《玉蜻蜓》《倭袍传》和《白蛇传》，

分别写的是私生子复姓归宗、杀盗登山冤狱平反

和人妖相恋的故事，那我的题材情节绝不能和他

们相同。左思右想，没有恰当的素材。

转眼间，春暖花开，桃红柳绿。马春帆和几位

好友去吴江同里踏青游春，见一户人家甚为热闹，

门口挤满了人，里边有咿呀咿呀的说唱声音传出

来。马春帆喜欢听书，莫不是这里在唱堂会？他

连忙挤上前去，到人堆里一看，原来不是说书，那

在唱什么呢？原来是在当地农村颇为流行的一种

娱乐形式——宣卷。

宣卷的前身是宣传佛教的一种形式，宣读宝

卷上的佛经，简称宣卷。因为形式简单，场地不

拘，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逐渐发展成说唱

民间故事的曲艺表演门类。它的最大特点是主唱

人在桌子上放一木鱼，自敲木鱼来打节奏和制造

气氛，后面还有一至数人在每当主唱人唱到高潮

时会和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还有一个特点就

是用当地方言演唱和用最小行政区域的地名来命

名，如在苏州吴江同里唱的就是“同里宣卷”，苏州

昆山锦溪唱的就是“锦溪宣卷”，是最接地气也最

受农村男女老少欢迎的一种曲艺表演形式。

其他人都在凑热闹，但马春帆却聚精会神一

字不落地在听。听什么？宣卷说唱的内容。只听

那宣唱人在说：今朝吾要搭大家讲个故事是发生

勒浪我伲同里镇格真实格事体。勒浪明朝年间，

我伲镇浪向有一家大人家，是当朝监察御史陈王

道陈御史，俚有个囡吾叫陈翠娥，由爷做主终身配

拨勒表弟方卿，弗晓得方家拨勒奸臣陷害，家道中

落，所以陈翠娥格娘陈夫人要赖婚呀……。

其他人都在听热闹，而马春帆却在听门道。

势利赖婚、得中状元、戏弄姑娘……啊呀，这个故

事太好啦！

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袁来如此】

原创/袁小良

阳光明媚，春光正好。

都说“人间最美春分后”，这个时节，草长花开，莺

歌燕舞，春光明媚，温暖宜人。在二十四节气中，“春

分”似乎没有立春那么热闹，但在气象学上它却是一

个重要的节气，与秋分、冬至、夏至一起构成了一年中

的四大节点。

古人找出三种代表性自然现象作为“春分”至下

一节气“清明”这15天的物候特征，谓之“春分三候”：

春分之日，玄鸟至。又五日，雷乃发声。又五日，始

电。意思是，春分那天，燕子到来；再过五天，出现打

雷声；再过五天，雨天能出现闪电。

春分过后，意味着春天最美的时候到来了。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

眉，日长蝴蝶飞。”春分时节，老苏州有很多讲究，在这

一天要举办庆典祭祀、竖蛋，或是踏青游春赏景等。

不过对苏州人来说，春意不仅在景，更在食。在

春光灿烂的日子里，红红的酱汁肉、碧绿的草头，鲜嫩

肥美的螺蛳……都是苏州人的念想。

这几天逛逛菜场，摊位上的蔬菜已是春意浓浓：

春笋、韭菜、蚕豆、芦笋，当然还有苏州人最爱的“青

头菜”。俗话说“杭州四季不断笋，苏州四季不断菜”，

老苏州四季餐桌上都有绿叶蔬菜，被称为“青头”，如

果哪顿没有“青头菜”，苏州人吃饭就会感觉少了点什

么。春分时节最不可少的春菜要数“七头一脑”。枸

杞头娇嫩、苜蓿头轻柔、马兰头清爽，香椿头更是被誉

为野菜界的“爱马仕”。每当一盘“碧绿生青”的春菜

端上桌，才让人感叹：春天，真的来了！

春分前后，苏州人的餐桌上少不了一道鲜得“眉

毛都要掉下来”的汤——腌笃鲜。“腌”指的是咸猪肉，

“鲜”指的是鲜猪肉，“笃”指的是春笋，在苏州方言中

也有“炖”的意思。咸肉独有的咸香混上鲜肉清香的

口感，再加上春笋独特的清香，汤白汁浓，肉质酥肥，

让这道腌笃鲜醇香诱人，透着浓浓的江南味道。

还有酒酿饼。

酒酿是苏州人耳熟能详的一种小吃，清爽香甜的

滋味，让很多人回味无穷。《吴郡岁华纪丽》中有这一

说，酒酿“俗亦称为酒娘，盖制成数日味老，酝为糟粕，

即成白酒”。

酒酿其实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但讲究时令的

苏州人有自己独到的安排，旧时每年农历二月中旬到

四月中旬是吃酒酿的最佳时节。主要是因为旧时没

有空调，酒酿的制作特别依赖温度，天气冷、酒酿难发

酵，而天气热，酒酿又容易发酸，所以初春乍暖还寒之

时，正是酒酿的最佳品尝时节。

酒酿除了做成酒酿小圆子，最让苏州人心心念念

的就是酒酿饼。

酒酿饼是以冬小麦和酒酿为主要原料制作的。

据说这种点心还和张士诚有关。传说元朝末年，张士

诚身负命案受官府通缉，带着老母亲逃到苏州。钱粮

用尽后，母子俩晕倒在地，张士诚的母亲更是奄奄一

息。这时，有一位老人见张士诚很孝顺，就用家中仅

有的酒糟做了几个饼给他，张士诚的老母亲终于得救

了。后来初春时分，苏州各家都要吃这种酒糟饼，民

间又称“救娘饼”。

吃过“七头一脑”，喝过腌笃鲜，吃过酒酿饼，用舌

尖来感受春天的任务才算是“打卡成功”，苏州人和春

光最惺惺相惜的时候，就是趁着春光，把春色“打包”

进肚子，这才最舒心。

舌尖上的春分
鲜得“眉毛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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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跳跃
多元宇宙的全新打开方式

伊芙琳（杨紫琼饰）是美国亚裔社区里再普通

不过的中年大妈，和丈夫威蒙德（关继威饰）经营着

一家小洗衣店，上有行动不便的老爹（吴汉章饰），

下有叛逆独立的女儿乔伊（许玮伦饰），他们平凡枯

燥的生活里，最大的挑战就是去税务局报税。

在某个糟糕的报税日，一向顺从的老好人丈夫

突然性情大变，称自己是从其他宇宙来的“阿尔法

伟文”，自己所在的阿尔法星球被邪恶力量吞噬，当

地人发现一种将自己的意识和其他宇宙的自己的

意识连接起来的办法——“宇宙跳跃”。他们可以

借此获取各个宇宙的记忆、技能甚至情绪。“阿尔法

伟文”就是通过宇宙跳跃，连接进入威蒙德的意识，

向伊芙琳寻求帮助，期望能一起拯救世界。

其实多元宇宙这个设定并不新鲜。真正有创

意的，是导演让主人公接入其他宇宙的方式——宇

宙跳跃：人们必须做真实世界发生概率最小的事才

能实现这种跳跃，比如把鞋穿反、吃掉唇膏、对仇恨

的对象真诚地说出“我爱你”……选择越荒唐，能跳

跃的宇宙与所处的宇宙差距就越大。经过宇宙跳

跃的人，可能会突然变成相扑达人、体操运动员、功

夫明星，通过获取这些武力技能打败敌人。

在每次实现跳跃时，我们都能看到更广阔的宇

宙：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所有人的手指都是热狗的宇

宙；在功夫宇宙里，伊芙琳没有选择和丈夫结婚，因

此过上了华丽人生，一次舞会上，成为明星的伊芙

琳和成为商人的丈夫相遇，复刻了一出《花样年华》

里爱人错过的戏码……

不得不说影片的特效呈现确实令人眼花缭乱，

观众需要跟随伊芙琳在上百个宇宙中穿梭冒险，寻

找答案，感受天花乱坠的视觉冲击。

影片的背后含义：回归亲情

这部电影的中文名本是《天马行空》，民间还有

更直白的翻法《妈的多重宇宙》，生动地传达了这部

片子的重点在于“妈”。褪去多元宇宙和功夫喜剧

的外衣后，本质是一个表达爱与和解的亲情故事。

在电影前半部分，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位

“控制狂妈妈”的形象，女儿乔伊则十分叛逆，两人

总是在争吵。在多元宇宙中，乔伊变成了终极反派

乔布·土巴卡，她在不同的宇宙中追杀着伊芙琳。

乔伊在因为涉足了众多宇宙后，走向了虚无的

境地，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什么都不在乎。她甚至

创立了贝果神教，其图腾为面包圈，又看着像吸收

一切的黑洞。

伊芙琳则在与乔布·土巴卡一次又一次的对决

中，终于了解到女儿的虚无和绝望，慢慢用丈夫提

示的爱和善良，去接近她感化她。

在荒原宇宙，伊芙琳和女儿变成了一大一小两

块石头，伊芙琳想靠近乔伊，乔伊却想跳下悬崖，伊

芙琳没有阻拦。因为她想给女儿自由与理解。

等二人来到最后的主宇宙，乔布·土巴卡却战

斗力全退，历经多个宇宙的她已生无可念，决定被

黑洞吞噬。但在最后一刻，伊芙琳还是抓住了她的

手，和丈夫、父亲一起用尽全力把她拖了回来。

伊芙琳的亲情召唤，让迷失在多重宇宙之中的

乔伊重新回归现实。场景转换，还是在乔伊离去的

车前，伊芙琳并没有指责乔伊，而是拥抱了她。

冰释前嫌，分外温暖。也许影片想告诉观众，

爱与理解，是解决一切冲突的最佳方式。

小成本演绎大奇迹

众所周知，科幻 IP堪称烧钱机器。漫威花了

3.56亿美元预算才换来极致特效，而科幻美剧《曼

达洛人》一集就值8800万美元，更别提“超级英雄”

“科幻”“多元宇宙”的元素集结在一起。然而《瞬息

全宇宙》的预算只有2500万美元。

整部电影一共拍了38天，每天早上，剧组的人

集合在一起，做15分钟的热身运动，然后争分夺秒

地工作，力求把预算降到最低。终于在疫情到来之

前，赶在洛杉矶封城前最后一天，完成了拍摄。

受预算与时间限制，两位导演打破了常规创作

流程。团队没有时间开研讨会，也没有时间制作精

美的概念设计，所以大部分美术方面的设计都是基

于粗糙的模型或者情绪板进行沟通。

一位后期剪辑师曾爆料，导演在墙上准备了一

块巨大的白板，上面标着所有这些多元宇宙的图表

和草图，并花了一个半小时逐场表演给他看。他

说：“一开始全是在胡说八道，但后面我才慢慢明白

了，这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故事。”

为了压缩成本，影片在布景上也是能省则省，

道具重复利用。在后期制作上，回归纯粹的剪辑，

避免昂贵的特效。影片中有将近500个视效镜头，

由5个业余出身的特效师，窝在自己家中完成。

丹尼尔·施因内特曾表示，《瞬息全宇宙》的后

期制作几乎全靠PR软件完成，这部片子回归了纯

粹的剪辑，致敬了最早的科幻片《月球旅行记》中只

靠剪切、烟雾等来实现镜头拼接的剪辑方式。

在过去的奥斯卡，《瞬息全宇宙》的同类影片基

本只能拿一些技术类奖项。“它的奥斯卡登顶，代表

了一扇新大门的开启。”一位电影从业人士表示。

成龙的拒绝
成全了杨紫琼的奥斯卡梦

其实《瞬息全宇宙》中，杨紫琼所饰演的角色原

本是为成龙准备的。在最初的设想中，故事的主角

是一个男性，因为人们更能接受一个男性穿越在多

重时空的设定。不过成龙最终拒绝了邀请。

但这个转折也改变了电影的命运。两位导演

开始考虑主角是一位女性的可能性。本片导演之

一关家永在采访时说，“我们意识到如果要拍一部

关于多元宇宙、可能性和遗憾的电影，一个已经走

过人生半程的角色会让它更有力量。”在好莱坞，恐

怕没有人比杨紫琼更合适了。“在编剧的过程中，我

们将主角从丈夫替换成妻子，从那一刻起，它就是

为杨紫琼所写的了。”

“当我读剧本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在等

待的东西。”杨紫琼在公众面前很少展现激烈情绪，

即使谈到再严重的伤病，脸上也往往带着笑意，但

在谈及第一次读到《瞬息全宇宙》剧本时，她罕见地

流泪了，“我终于有机会告诉观众、家人，我有能力

做到什么。能搞笑，能真实，能悲伤，终于有人知道

我是能做到这些的。”

这位祖籍中国福建，出生于马来西亚，成名于

中国香港，在好莱坞闯荡20多年的武打女明星终

于演出了一个有别于昔日银幕形象的家常角色。

而伊芙琳的故事也有意地呼应着杨紫琼的人生。

她的中文名王秀莲，就致敬了杨紫琼在《卧虎藏龙》

中的经典角色俞秀莲。从某种意义上，杨紫琼可以

看作是伊芙琳在某个平行宇宙的分身，一个选择了

成为电影明星的版本。片中伊芙琳在某个时空做

明星、走红毯的影像，就来自杨紫琼参加电影节的

真实记录。

北京时间3月13日，第95届奥斯卡获奖名单

揭晓，杨紫琼凭借该片击败“大魔王”凯特·布兰切

特，获封本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在她第61年的人

生时光里终于等来了证明自己表演能力和演员价

值的时刻。在奥斯卡领奖台上她激动地表示：“女

士们，不要让任何人对你说‘你已经过了巅峰’，永

远不要放弃！”

此外，导演关家永也成为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得

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华裔导演。饰演丈夫一角的华

裔男演员关继威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

横扫奥斯卡七项大奖
小成本《瞬息全宇宙》上演“妈的多重宇宙”

编辑/周昱汐

北京时间3月13日，第95届奥斯卡获奖名单揭晓，《瞬息全宇宙》成为超级大赢家，它以

碾压之势，一举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剪辑、最佳原创剧本、最佳男

女配角等七项大奖。

《瞬息全宇宙》是由关家永、丹尼尔·施因内特执导，杨紫琼、关继威等主演的喜剧奇幻片，

讲述一名被生活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母亲经历多个平行宇宙试图战胜邪恶、解救女儿并保

住家庭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杨紫琼凭借该片登顶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裔女

演员。

卫视
[28]江苏卫视

11：00新相亲大会（周一
至周五）；非诚勿扰
（周六、日）

19：30 剧场（周一至周日）
20：30 新生万物（周五）；

非诚勿扰（周六）
21：20 2060元音之境（周

三）；我在岛屿读书
（周四）

[30]天津卫视
08：50 剧场（周一至周日）
19：3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36-40）（周一至
周三）；我最爱的家
人（1-9）（周三至
周日）

21:20非你莫属（周一、日）
群英会（周二、三）；
跨时代战书（周四）；
青春守艺人（周五）；
你看谁来了（周六）

22:00爱情保卫战（周二、
三）

[31]广东卫视
08：10 剧场（周一至周日）
12：45 老广的味道（周一

至周日）
19：35 狂飙（19-32）（周

一至周日）
21：10 财经郎眼（周一）；

全球零距离（周
二）；健康有道（周
三）；你会怎么做
（周四）；技惊四座
（周五）；湾区故事
（周六）；邓璐时间
（周日）

[32]浙江卫视
18：00 新闻深一度(周一

至周五)
19：30 听说你喜欢我（周

一至周日）
20：30 我们的客栈（周

五）；综艺（周六）
21：10 综艺（周日）
21：30 今日评说（周一

至四）
22：00 17号音乐仓库（周

五）

[34]北京卫视
09：28 剧场（每天）
12：00 特别关注（每天）
17：23 养生堂(每天)
19：30 剧场（周一至周日）
21：09 我是规划师（第二

季）（周一）；我是大
医生（周四）；向前
一步（周日）

[35]山东卫视
08:00 行进中国（周一至

周五）
09：30 大医本草堂（周一

至周日）
19：30 狂飙（周一至周日）
21：30 此时此刻（周一）；

乡约（周二）；黄河
文化大会（周三、
四）；超级语文课第
一季（周五）

[38]东方卫视
09：44 转角之恋（17-30）

（周一至周日）
12：29 我家的春秋冬夏

（26-33）（周一、
二）；断奶（1-20）
（周三至周日）

17：31 名医话养生（周一
至周五）

19：34 转角之恋（20-32）
（周一至周日）

21：01 今晚开放麦（周日）
21：20 今晚（周一至周五）
22：02 这就是中国（周

一）；纪录片：但是
还有书籍（周二）；
东方大看点：狂飙
（周三至周六）

一周导视
3月20日—3月26日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