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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老了，风采依旧
——配音百灵丁建华速写

□丁兆梅

闽南老歌
□展颜

火花很重要，
快乐更重要
□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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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皮克
斯的动画新片《心灵奇旅》。新年伊始，寒
潮来袭，此时来一碗热乎乎的心灵鸡汤，
慰藉慰藉心灵，给新年来点新气象，未尝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美式动画片，我看得不及日式动画片
多。很实在的一点，美式动画形象不及日式
动画形象可爱。皮克斯动画片，从前看过几
部总动员，不是很喜欢，好像是从《寻梦环
游记》开始，才对皮克斯感起兴趣。《寻梦
环游记》里提到，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
一次，心跳停止，在生物学上被宣告死亡；
第二次，下葬后，在世界上不复存在；第三
次死亡，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记
得你，于是，你就真正地死去了。当时，这个
观点强烈震撼到我，拓宽了我对生命的认
知，以至于几年时间过去了，我仍没有忘
记。丰富的想象力，引人思考的人生智慧和
生命哲学，是皮克斯动画片与众不同的优
势，《心灵奇旅》仍然保持了这种优势。

故事讲述的是中学音乐教师乔，一心
梦想成为爵士音乐家，在终于拿到纽约最
好的爵士俱乐部的演奏OFFER后，乐极
生悲，一不小心掉入下水道“死”了。死后
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变成一个孤独的灵
魂，需要找到一种“火花”，被重新赋予人
格特征后，才能重回人世。

故事的基调颇有些心灵鸡汤的味道。
比如乔如此描述他的火花：“音乐就是我
所想要的。从早上起床的那一刻起，直到
我晚上入睡的那一刻。”他妈妈说：“你不
能靠梦想吃饭。”乔坚定地说：“这是我活
下去的唯一理由。”还有这些——“每个人
拥有的时间都是短暂而有效的，展现最为
闪耀、热情、最真实的你吧！”“把寻常的人
生过好，才是最不寻常的事”“珍惜每一分
钟活着”“火花不是人生目标，当你想要生
活的那一刻，火花就已经被点燃”……每
一句读来都像励志金句。

如今，励志话题早已泛滥成灾。倘若
仅是励志鸡汤式的故事，显然难以吸引人。
《心灵奇旅》让我最为感慨的一点是编剧
想象力超级丰富，完全可以用“脑洞大开”
来形容，窃以为，想象力正是大多数国内
电影人所缺乏的。《心灵奇旅》创造了一
个“the great before（诞 生 之 前）空
间”，这个空间，五色斑斓，像春天的花园一
般。这里的灵魂们，个个软萌可爱，他们需要
学习一些东西，找到自己的火花，才能获得
一张“地球通行证”。每个灵魂配备一个导
师，乔被误当作了导师，配给他的新灵魂名
叫22。22愤世嫉俗了上千年，也没能获得一
张“地球通行证”，乃因他缺了临门一脚——
他觉得人生无趣，他找不到他的火花。所谓
火花，就是一个能点燃自己生命激情的东
西。比如乔，爵士音乐就是他的火花。

影片让我比较唏嘘的一幕是，当乔历
经千辛万苦，终于梦想成真时，他竟然生
出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这种感觉共鸣
了现实生活中的我。我们何尝没有经历过
相似的感觉？当一个目标达成之后，当短
暂的快感消失之后，新的不满足感往往会
如潮水般涌过来，我们情不自禁又设立起
新的目标，在追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过程
中渐渐迷失了自己，丢失了快乐。

快乐究竟藏在哪里？一定是在梦圆时
分吗？不不，《心灵奇旅》安排乔拽着22一
起跌到了地球上，只不过双方都附错了身
体，乔附上猫的身体，22则附上了乔的身
体。转折就在这个错附，22进入乔的身
体，他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乔觉得平庸
的生活中发现了很多生活中的细节之美：
一片金灿灿的落叶、一块美味的披萨、一根
理发师的棒棒糖、一个地铁里自弹自唱的
小哥……这就引导出一个很平常但很多人
都忽略掉的观点：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生
活之美。也许人生未必能有所大成，但能感
受到平凡的生活之美其实也挺好。

人之一生，能找到让自己燃烧的火
花，并设定清晰可见的未来目标，固然是
一件幸福的事。只是，无论何时何地，在追
求未来的目标过程之中，不要忘记快乐的
初衷，不要忽略当下生活的美好。快乐，从
来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

The Brightest
Darkness
张敬轩

专辑收录 11 首
广 东 歌 ，6 首 国 语
歌。在疫情期间，远
行不易，这张专辑在制作上通过网络做过
多次远行，联结世界各地的音乐人与乐手
参与，目的是想为广东歌进行一次探索，尝
试从非粵语地区的音乐人眼中，寻找粵语
流行曲制作上的更多可能性。

虚实X境
THE9乐队

在专辑中，9 个
女孩用9首SOLO歌曲
表达最真实的自我。
用一首团歌表达对虚
拟幻境、键盘侠的批
判与反思。专辑以《虚实X境》为名，致敬
经典之余，也表达了初出道的她们对整个
虚拟环境的不安、探寻、回应与解答。

上阳赋
侯咏 程源海导演

上阳郡主王儇出
身望族，拥有令人艳
羡的容貌与才情，却
被无奈卷入棋局博
弈，数次被当作交换
筹码。王儇被迫放弃
青梅竹马，嫁于手握
重兵的豫章王萧綦，
两人经历贺兰箴之难、宁朔之劫、晖州兵
变等，从最初的互不信任逐步发展为灵魂
相托的伴侣。经历诸多变故的王儇始终坚
守“心怀天下”初衷，与萧綦并肩守护百姓
家园。

缉魂
程伟豪导演

著名集团董事长
王世聪惨死家中，负责
此案的检察官梁文超
与妻子刑警阿爆在调
查中得知：死者的儿子
王天佑，年轻的新婚妻
子李燕，多年合伙人万
宇凡，甚至死去的前妻唐素贞，每个人之间都有
着错综复杂的关联。阿爆更是发现隐藏在案件
背后的惊人秘密……

元旦闽南行，一路上，听了不少闽南
歌。说起闽南歌，之前我听得不多，最熟悉
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是闽南歌的代表作，再听
不懂闽南语的外地人，也会操着不那么标准
的闽南发音哼上一句：“三分天注定，七分
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之所
以流行于华人圈，和它励志的歌词不无关
系。这世上，失意的人总多过于春风得意
的人，《爱拼才会赢》是鼓励失意的人，不要
沮丧，坚定信心，人生起起伏伏乃正常之
事，相信爱拼的人总归会赢。

闽南，是福建南部泉州、漳州和厦门的
总称，历史上，这里有不少中原南迁移民。
不服输的南迁汉人靠的就是拼搏精神，才得
以在异乡闽地生存下来。所以，《爱拼才会
赢》可以说是闽南人拼搏精神的一句象征。

来闽南，当然要吃闽南菜。临家，是闽
南菜颇具代表性的餐厅。我们在泉州吃过
临家，在厦门也吃了临家，两家临家的菜单
不一样，但餐厅播放的闽南歌单是一样
的。有一首歌，旋律极其熟悉，来回听到几
次，歌名却不知道，只觉得里面唱的是“换
大米，换大米”。我听歌有个怪癖，很喜欢
玩“猜歌名”的游戏，旋律一起，就猜猜猜，这
是什么歌？倘若猜中是哪首歌，不免暗自欣
喜。倘若不知歌名，就很抓狂，非要弄懂歌
名才罢休。所以，这首“换大米”，因不知歌
名，我从泉州一直纠结到厦门。在网上搜
索，发动老公帮我找，都无果。直到抵达厦
门的第二天，通过“换大米”搜索到了一首

“公虾米”，打开一听，乐开了花，旋律正是我
要找的歌，歌词写得好有趣：“公虾米我问
你，要到哪里去。公虾米把头低，分手何太
急。公虾米别得意，爱情有天理……”我看
到“公虾米把头低”那一句笑得咯咯咯。

却原来，这是首恶搞的歌，改编自闽南
歌《爱情的骗子我问你》，而我要找的歌，正
是《爱情的骗子我问你》。“讲什么，我亲像，
天顶的仙女。讲什么，我亲像，古早的西
施。”原来原来，“公虾米”，就是“讲什么”的
谐音，我一开始误听成了“换大米”，笑晕。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的演唱者是陈小
云，想起前阵看电影《风平浪静》，宋佳在露
天大排档唱的就是陈小云的闽南歌《爱情
恰恰》，满满的年代感，好听，爱情是闽南歌
的一大主题。

从泉州驱车去漳州的一路上，我播放
的是邓丽君的闽南歌专辑，喜欢《望春风》
和《雨夜花》这两首。那天闽南也来寒潮，
气温下降很多，我听着闽南版的《望春风》，
突然觉得好应时应景。

那日中午，办公室电话接二连三响
起，诉求大同小异：要蹭本期女性慧雅课
堂的讲座。其中一个来电者可怜兮兮：我
是男的，妇联可否破例让我参加学习？谁
让今天讲课的是丁建华呢？

因时间关系，朗诵部分只能数言带
过，她略感遗憾，我们更是意犹未尽，只想
问一声：何日君再来？

她的分享精彩不断。以《沉默的人》
为例，经历了生离死别的妻子意外见到蒂
贝尔时，其悲痛压抑和无从言说，配音难
度极高。对年轻的丁老师而言，这挑战非
同一般，只能硬起头皮求援。

邱岳峰老师点拨她先写人物自传。
在摸透了角色祖宗十八代的情况后，她对
着自传反复琢磨。和孙道临、乔榛等排练
一遍后，为避免返工，她着魔似的揣摩屏
幕上的口型、节奏、情绪。录音那几天她
恰好感冒，故意不治，人为制造出法国女
性的烟酒嗓音，果然传声又传神。

丁老师现场还原了那段对白。我们同
频共振，心也跟着颤抖起来。当年导演问
她：你都哭成泪人了，咋还能看到剧本？全
然入戏的丁老师，压根儿就没看屏幕。演对
手戏的高博跟着她都快哭出声来了。

丁老师配啥像啥，蹦出的童音清脆如
百灵，代言中年女性时又深沉宽厚。其实
她的音质并不属于“开口跪”类型。所有
精彩绽放，来自经年累月的幕后付出，源
于心甘情愿的孜孜以求。

于她而言，生活可将就，而说话却一定
要讲究。她潜心摸索外国人说普通话的密
码，将敢爱敢恨的真优美、善良可爱的茜
茜、勇敢豁达的劳拉等女性形象鲜活地印
在了观众心底。《魂断蓝桥》《廊桥遗梦》《真
实的谎言》几十部译制片配音，部部经典。

丁老师门第颇高，但毫无骄娇之气，
只说自己恰逢配音的黄金时代，老厂长陈
叙一的培养和同行老师的指点，亲人的无
条件支持，助力她梦想成真。道路当然也
是曲折的，有风雨也有刁难，但都是对自
己的雕刻。她讲述艺术人生，我却听到了
很多人生艺术。

晚餐时，丁老师说故事、讲段子，举座
皆欢。谈至兴起，她把椅子推到一边，演
绎了毛主席的《咏梅》，分别是依依惜别
款、云淡风轻款和豪迈洒脱款。大家停杯
搁箸，只觉诗中滋味好，远胜眼前佳肴。

她感慨：那么多美好的诗词，我没本
事写，但我会读啊，一字一句记到心里，没
事就自言自语一遍两遍三四遍，需要时信
手拈来，真是快乐。

散席后，我欢脱地在朋友圈晒了张合
影，眼毒的朋友留言：你看看，人家衬衫而
你羊毛衫。惭愧。“50后”的丁老师面庞红
润、眼神清亮、身板挺拔，由内而外散发出
无敌的青春活力。相形之下，我这个“70
后”颇有未老先衰的嫌疑。

丁老师通常和先生彭志超同行。彭
叔叔高大沉稳，大多时候笑而不语。敬酒
时，我们好奇地问：丁老师在家是不是也
这般少女心性？他笑眯眯答：开心就好，
开心最重要。

真好。你尽管精彩，我负责喝彩，怎
么会不开心呢？他们互为初恋，四十多年
来，他将她当小妹、当女儿，快乐着她的快
乐，从不庸人自扰。而她看得见他的才华
和付出，人前人后维护着他的尊严。他字
写得特别好，会拆文解字，她依赖他给自己
查字典、正音准、记稿子；她把工资全部上
交，他暗里变着花样给她加营养、做礼服、
买新衣；她生了女儿，他负责养大……互相
成全，彼此看见，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彭叔叔贵庚？他拍拍脑袋：六十五？
哦，不对，七十二？丁老师嗔怪他越活越
皮。一对老顽童，温馨又从容，让人想起
讲座最后的节目《关于爱》，那是丁老师的
自编节目，由《从前慢》《致橡树》《当你老
了》组合而成。由此可见：爱情，从来不是
年轻人的专利；成全，助你打败时间、留住
青春。我们这些后辈，其实远逊风骚。

丁老师说她心中始终藏着一团火，如
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中所言：永远年
轻，永远热泪盈眶。当她老了，风采依旧。
如此平和有趣的灵魂，教我如何不写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