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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 ”们

核心提示：

在这个人物榜里，的确有一些大叔散发出十足的魅力，显示出社会中坚的正能量。

莫叔逆袭：饥饿说书人

毫无疑问，今年文学界

的最大亮点非莫言获奖莫

属， 出版社卖疯了图书，莫

言也登上作家富豪榜的第

二位。 到瑞典领奖之前，莫

言穿什么衣服、 跳不跳舞、

说什么都成为网友热议的

话题。 在中国，纯文学什么

时候得到过这么热烈的关

注？

人红是非多，莫言得奖

之前就争议不断，在瑞典演

讲《讲故事的人》， 赞者有

之，批评者也甚众。 这样平

实的文风既不是莫言小说

的常态，也绝非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演说的传统，但是仔

细听完莫言演讲，你可以感

受到莫言得奖后百感交集

的真实心情。

一言以蔽之：丑媳妇熬

成婆，不易啊！

现在，他理直气壮成了

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只是

善于将他看到、听到乃至自

己的悲喜剧讲述出来而已。

说书人莫言，请。

“鲨叔”罗阳：添翼中国航母

重压下的起飞

歼

-15

，绰号“飞鲨”，是

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最新研

制成功的国产首款航母舰

载机。 当歼

-15

飞机在“辽

宁”号航空母舰上成功起降

后，这艘满载排水量达

6.75

万吨的巨舰结束了新一轮

海试，缓缓驶入大连港。

罗阳没能参加歼

-15

成

功着舰起降庆功会。这位生

于

1961

年的沈阳汉子，沈阳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殉职时年仅

51

岁。

在外媒看来， 脱胎于

“瓦良格”号的“辽宁”号航

母， 能够在

2012

年列装，已

属奇迹。“瓦良格”号，是苏

联解体前在乌克兰尼古拉

耶夫造船厂定制的航母，属

于库兹涅佐夫级，与目前俄

罗斯现役的“库兹涅佐夫”

号同一级别 ， 由于苏联解

体，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

兰，当时都没有实力推进尚

未完工的“瓦良格 ”号继续

建造。

2012

年，就在中国将这

一航母平台改造成一艘真

正的航母时，俄罗斯卖给印

度的基辅级航母“戈尔什科

夫”号，在印度迫不及待改

名为“维克拉马蒂亚 ”号后

海试失败。 要知道，印度早

就拥有航母，拥有海军航空

兵丰富的训练经验。可当其

向俄罗斯购买的米格

29

舰

载机尚未到货之时，航母锅

炉却爆炸了。

一般认为，新拥有航母

的国家，从航母海试成功列

装部队 ， 到舰载机着舰成

功，时间以年计。 而航母编

队形成战力 ， 则更需要数

年。 大国重器，绝非一蹴而

就。中国航母舰载机的研制

进程，让外媒惊讶。

罗阳代表的，正是中国

军工崛起的最大保证———

人才！

罗阳承载着常人难以

想象的压力。中航工业沈阳

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董事

长孟军说，罗阳在航母上最

后的

7

天时间里，曾经

5

次来

到舰载机的机舱中，详细研

究今后真正的歼

-15

舰载机

到航母上之后，维修 、拖动

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罗阳

的一位同事说：“我情愿他

不是英雄，我希望他活着！ ”

航母新时代

早在

2010

年，时任俄罗

斯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

主任、俄联邦国防部社会委

员会委员伊戈尔·科罗特琴

科就称

:

“中国克隆品歼

-15

在性能参数上未必能达到

俄罗斯苏

-33

舰载歼击机的

水平，因此不排除中国再次

请求俄罗斯出售一批苏

-33

歼击机商品的可能性。 ”

事实上，早前中国确实

向俄罗斯求购苏

-33

， 作为

航母舰载机的备选机型。俄

罗斯方面的态度是，担心中

国山寨苏

-33

并大量生产，

导致俄罗斯军工企业利润

下滑 。 于是俄方卡中国脖

子———出口可以，必须购买

40

架以上。 最终，这笔生意

没有谈成。可中国通过向相

关国家引进技术、 人才，更

有以罗阳为代表的一批国

内军事科技精英的消化吸

收， 才有了

2012

年歼

-15

的

惊人一飞。

2012

年，可谓中国军事

工业的一个里程碑年———

“辽宁” 号航空母舰列装 ，

歼

-15

成功着舰起降， 第四

代隐形战机试飞。

当然，中国军事工业仍

有一些关键节点需要突破。

比如新型航空发动机的研

发等， 是来年关注的焦点。

从流行的航母

Style

不难看

出军方在为未来使用弹射

器起飞模式做准备———要

知道前苏联和俄罗斯以及

英国的滑跃式起飞，舰载机

指挥员在起降过程中都是

站着发出指令的， 唯有美

国、法国的指挥员需要蹲着

指挥。“辽宁”号是使用滑跃

式起飞， 却使用蹲着来的

“航母

Style

”的唯一。

巨舰飞鲨已经成为现

实，新的梦想已经起航……

“正能叔”吴斌：

76秒伟大托举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 这个杭州的普通

司机仍会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在家庭、 单位

与社会中扮演着平凡的角色。

他

48

年的平凡最终化作了

76

秒的伟

大。

5

月

29

日，吴斌驾驶长途大巴载着

25

名

乘客从无锡开往杭州，一块重达

3.5

公斤的

制动毂残片迎面飞来砸中他的腹部。

视频记录， 在被制动毂残片击中的一

瞬间，吴斌本能地捂住了腹部，但很快，他

的手又重新把住了方向盘，强忍剧痛，伸脚

踩住刹车让车速缓缓降低， 再挣扎着缓缓

站起，叮嘱乘客不要下车、不要乱走。

25

名乘客的生命安全因此得以保全，

吴斌却因伤势过重去世。 这段视频在互联

网流传，向社会传输着强大的正能量。

吴斌的出殡日，杭州城万人空巷，警车

开道、出租车队追随，沿途，交警行礼、市民

打着横幅送行， 这样的场景在杭州尚属首

次。

我们期盼正能量在

2013

年继续“井

喷”，共同托举社会。

“派”叔李安：

老虎不回头

据说李安曾用这三道菜来形容自己的

家庭三部曲。同样的比喻用在《少年派的奇

幻漂流》上，就该是派最拿手的“印度南部

素食盛宴”：清淡的外表下，有重口味香料

出其不意地教食客辣出眼泪。

反信仰也是一种信仰

隐喻、多义、层次感、明面与阴暗的交

织……这一切都令“诺兰星人” 为之欢

呼———两年前《盗梦空间》里那只陀螺无休

无止地转啊转， 终于转进了华人导演的杰

作。

派、妈妈、水手、厨子。 老虎、猩猩、斑

马、鬣狗。 许多人说，这个故事是关于信仰

与希望、神性与兽行。 但或许，实情正如电

影里所言：人生就是不断的告别。

散场的时候见过不少观众， 对影片的

前

40

分钟和后

20

分钟表示不耐， 却对中间

那一个小时赞赏有加。

从卧虎到猛虎

对他来说， 猜测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

“如何把小说变得更加平易近人”。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不是李安第一次

改编小说。这些年他改编小说的成绩辉煌。

《卧虎藏龙》源自王度庐武侠作品，《色·戒》

是张爱玲名篇，《理智与情感》、《断背山》、

《制造伍德斯托克》也都有名作奠基。

李安很聪明， 知道观众要什么。 有时

候，他是数字老虎；有时候，他是真老虎。

时隔半年，在这个寒冷的季

节，有一个已经远去的人至今仍

让人感觉到阵阵的暖意，他就是

“最美司机”———吴斌。

《推手》：清蒸鲈鱼；《喜宴》：

豆瓣鱼；《饮食男女》：红烧鸡。

“莫言，请！ ”

自1901年开始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还从来不曾用中文邀请得奖者上台领奖。 2012年12月10日晚，在诺贝

尔奖颁奖典礼上， 本届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宣读完文

学奖授奖词之后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出：“莫言，请！ ”这可是111年来

破天荒的第一次。

11月15日， 本是个军方和军工企业干部职工额手称庆的日子，网

络上人们纷纷秀着自己的航母Style。 然而，当天上午11时，大连港，汽

笛呜咽。

“辽宁”号航母停泊进港，歼-15战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因心梗

逝世。

“他叔”奥巴马：

再看你四年

带着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走进白

宫的奥巴马曾感慨，“所有送到我桌上

的事情都没有人能解决”，“简单的事

已经由其他人解决， 当事情来到我这

里，你通常没有简单答案”。

和当年意气风发初入白宫相比，

如今的奥叔平添了几多华发———他承

认，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轻松和自然。

若是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还不能

帮助美国经济在短期内走出低谷，那

任凭他再怎么口吐莲花， 也不能挽回

纳税人对他的信心了———“我们要实

干家，不要演说家”，已经有选民这么

喊话。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

统， 奥巴马意识到他并没有多少可借

鉴的经验。 但是他也已经读了足够多

的总统传记， 知道他不是第一个遇到

严峻挑战的总统。今年

12

月初，民调显

示 ， 连任成功的奥巴马支持率升至

53%

， 超过击毙基地组织领导人拉登

后的

52%

民意支持率， 创

3

年来最高。

他曾说，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能成为第

二个比尔·克林顿。

那就再拼四年看看吧。

今年这一仗，奥巴马打

得不轻松，几次差点被罗姆

尼盖过锋芒，最后总算扳回

局面。

链接：

“表叔”的傻笑：鉴表故事

曾几何时，“表叔”———这个文艺

史上著名的爱称 ， 支撑其语义的是

“叔” 而不是“表 ”， 证明阶级感情

可以超越血缘。 现在“表叔”的语义重

心已从“叔”转换到了“表 ”———此表

非彼表 ，此叔也非彼叔，该词见证了

官员与公众离心离德。

上传和检索对全世界网民都很

重要，但转发对关心时事的中国网民

来说特别重要。 一旦转发开始了，杨

局长就变成了“表叔”。

2011年7月发生动车相撞事故后，

出现在事故现场的官员成了被检索对

象。 此事故一年后，另一场交通事故

发生在陕西，杨达才面带笑容地出现

在事故现场，他那不太有说服力的辩

白激发更多人热议———“表叔”这个词

开始流行。

“黄叔”雷政富：

情色反腐创纪录

雷书记，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

记雷政富， 因网上一段12秒性爱视频

而落马。

2012年11月20日16时41分， 号称

北京民间反腐人的朱瑞峰在某网站爆

料，“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接受

性贿赂与少女淫乱”，并公布了据称是

雷政富在宾馆与其长期包养的18岁二

奶淫乱的视频截图。

从视频曝光，到丢了官位接受调

查，仅63小时，创了一个小小的纪录。

雷政富不是2012年第一个因为情色事

件而下台的官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质

量技术监督局干部段一中、河南省永

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功、山东省

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新疆塔城地区

乌苏市公安局局长齐放……清单可以

拉老长。

其实官员的情色丑闻并非中国独

有。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克林顿与莱

温斯基，还有以色列原总统卡察夫，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总裁卡恩， 美国的

陆军四星上将、 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彼得雷乌斯，自曝婚外情宣布辞职。

综观中外性丑闻，以美国为例，据

不完全统计，1970年~2012年美国共有

58名主要政治人物（多为国会成员或

联邦高官） 染上情色丑闻。 令人印象

最深的是克林顿 ， 其与莱温斯基一

案， 并不影响美国选民支持其任美国

总统。

“鸟叔”style：

被名利俘虏

说起很屌（这个词被另一个很张

狂的亚洲歌星周杰伦用多了， 居然变

成中性偏褒义了）的《江南

style

》，就不

能不说它的创作者韩国歌星朴载相

（

PSY

），人称“鸟叔”。 看，他的名字也

这么屌（鸟在吴方言里也念

diao

）。

话说“鸟叔”已经三十好几，原先

也就是在韩国本土有些名气， 没想到

一首《江南

style

》让他戴着墨镜胖胖酷

酷的形象和滑稽的马步舞席卷全球。

神奇的是， 不仅这首曲子的

MV

在

Youtube

上不断刷新着点击纪录，如今

它已超越此前的

Top1

贾斯汀·比伯的

《

Baby

》，独占鳌头；而且还引来了无数

戏仿作品， 全世界的人们似乎都中了

同一种叫作“江南

style

”的毒，他们叫

着“哦吧”，口中念念有词，脚下跳着马

步。 从美国海军版到中国某地的交警

版，从美丽的空姐到幼稚园的小朋友，

他们唱着同样的歌，跳着同样的舞，好

像着魔。据说，科学家把一段音乐在脑

中不断重复、 怎么也挥之不去的现象

叫作“耳虫”，当然，《江南

style

》似乎超

越了“耳虫”，它更像一场辐射出无穷

能量的集体狂欢。

在鸭梨很大的现代都市生活中，

《江南

style

》 迎合了人们的发泄欲

望———发泄当然是需要粗俗的， 你见

过优雅严肃的发泄吗？

我们在释放中忘记思考， 但“鸟

叔”其实是个爱思考的人。当他大红大

紫时， 人们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一个从

石头里蹦出来的大神， 他毕业于美国

伯克利音乐学院（跟我们的优质偶像

王力宏是校友），会创作，会演唱，更善

于现场秀，以幽默讽刺风格见长，也曾

经是愤青一枚。

现在的“鸟叔”已经不是那个玩音

乐的愤青了， 是与超级天后麦当娜共

舞的世界级明星，是被“谣传”

300

万元

天价上央视蛇年春晚的摇钱树。 事业

如日中天的他怎会为了愤怒而自断财

路？ 此时的“鸟叔”，已经是名利的俘

虏。 （据《新民周刊》）

“王叔”落地：

红烧肉与等高线

2012

年

10

月底传出的王石婚变， 不仅

给人留下茶余饭后的绝妙谈资。 长江商学

院火了，策划微博爆料的“徽剑”红了。王石

却因此褪去了头上的光环， 虽然他仍是万

科最大的无形资产。现如今，王石成了一名

事业成功以后追求个人幸福的小男人。

王石这次“被消费”得厉害。

他的确离了， 这是万科内部人士透露

的消息。

网友普遍觉得田朴珺配不上王石，她

是一个小三成功上位的典型。 虽然王石早

年放弃了可能获得的万科大笔股权， 但截

至今年年中， 王石持有万科约

681.7

万股，

价值约为

5600

万元。 再加上

2006

年至今万

科给王石的薪水大约为

4215

万元。 目前王

石总财富近

1

亿元人民币。即便老王离婚是

净身出户，田小姐也算是钓到了金龟婿。

素汤面终究抵不过红烧肉。 不再需要

打拼的王石，活回了自己。只不过崇拜他的

普罗大众，直到

2012

年才明白了这一点。

2012，还有这些“叔”

神马是神曲？ 神曲就是

你不必弄懂歌词含义，只要

能跟着哼唱，它未必朗朗上

口 ，却容易广为传唱———神

曲有一种类似催眠的力量，

让你痴让你醉让你随着它摇

摆释放。 比如前两年的《忐

忑》， 还有今年火爆全球的

《江南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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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岁的王石终于在公众面前现出

了凡胎———他抛下公司琐事赴美游学，

和比自己小30岁的80后三线演员走到

了一起。 这一回大家终于明白了，王大

叔这么多年热衷登山征服等高线也许

只是为了躲开没有感情的发妻，他的婚

姻早在20年前就毫无温度；花甲之年去

国外闲云野鹤是有小佳人作陪，没事还

愿意下厨做碗红烧肉。 照理说，离婚是

人家的家务事，爱和谁好都行，可王石

给自己塑造的高大全形象太过深入人

心，大众一下子无法接受“他也是个普

通男人”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