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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他们是过于孤独的物种，是选择像犀牛一样生活的偏执狂。她叫李米

，一个从某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毕业的女大学生。从小镇走到大城市， 

自己的理想和创意在“电影市场论”的挤压下，逐渐变成了泡沫。失意之时，

遇到了同为小镇青年马路。一段当代青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游走，关于青春的

故事。

    

                       

                         She  He  and  It

          Drama,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yalan xiao
Tutor     Junguo Huo

    Abstract: They are too lonely species.   Choose to live like 

rhino paranoia 

.Li Mi, a graduate from an Academy University, majored in Literature 

of Theatre& Television, move from a small town to a big city. Li Mi's

 dream and idea turned to foam by the oppression of "film market orie

ntation". At this discouragement there seemed, she met a young man na

med Ma Yu who came from the same town.then bring a story about youth,

 lingering between ideal and actural. 

   

                                  剧本创意

如今的电影市场，随着“富二代”（《富春山居图》《不二神探》《小时代》的合称）的崛

起，电影的创作越来越以愚弄观众为创作方向，恶趣的噱头似乎以成为高票房的

一大保障。而受了“学院派”熏陶刚走出社会的大学生，满载着自己的理想和创意

，求职困难。这些刚从学校毕业，学习了一套套传统编剧技巧的大学科班毕业生

，面对着一味强调高票房、大数据的市场，在其愚弄下，多少有些迷失了自我。而

坚持自我还是先现实妥协，这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必须面对的问题。



                             剧本大纲

   

她叫李米，一个某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毕业的大学生，自己不愿听从父母的安排，

到电视台工作。但从小就没有离开过父母的李米，生活自理能力为零。她喜欢看

电影，虽然学了电影专业，确是“挂科王”，经常逃课窝在宿舍看电影。

  

毕业后，李米离开父母，带着自己写的剧本去到了大城市闯荡。李米第一次尝试

到了住地下室的艰难，可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她顺利的找到了一份电影编剧的工

作。

  

通过应聘，李米的创作的剧本得到了公司老板的肯定，老板以“新导演”计划为噱

头把李米吸引进了自己的公司。但随后，公司却要求李米参加到一个名为《贰时

代》的剧本的创作创作中。《贰时代》的创作动机是想要复制《小时代》的票房奇迹

，其剧的主角是现在的热点话题人物：王宝强和罗玉凤。而李米所要写的主要就

是这两个人物。但是随着李米的初稿《贰时代》之王宝强与凤姐的爱情故事的完

成，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但每一次公司提供的条件，对其的诱惑也越来越大

。

  

就在李米创作一度出现瓶颈的时候，李米来到这个城市时，收养了它，它的一只

名为图拉的狗突然丢了。李米在寻找图拉时，发现了一家名为2046的酒吧。在酒

吧里，李米遇到了一个在人堆里发泄着吃杯子的男人—

他。由于李米的爱管闲事的大妈性格，李米把他送到了医院，只是因为李米想跟

一个吃过杯子的男人交朋友。他叫马路，也是小镇青年，会跳令人销魂的钢管舞



，以在酒吧卖酒为事业，但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念诗，当然他只读给他觉得

懂他的人听。

  

马路经常念诗给李米听，而李米也视马路为知己。两个过着人截然不同的生活，

但有相似的境遇。她才刚开始来到这座城市，每天遇见的人很多，但认识的寥寥

无几。他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认识的人不少，但知心的朋友却没有几个。它每

天在不同的身边，渴望得到温暖。在这个硕大的城市，三个过于孤独的物种，也

只能互相取暖。

  

一场火灾，打破了他们俩之间的平静。李米和马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变成

了不再可能有什么交集两条平行线。

  

李米还是选择了，跟马路与图拉生活在一起，平凡的过着与梦想无关的生活。只

是新的机会又出现在李米的生活中时，李米的梦想好像从破灭的泡沫又恢复回

了原来的模样。

    

                             人物小传

她（李米）：国内某大学戏剧专业毕业生，喜欢黑白默片，资源帝。视卓别林、库布

里克、波兰斯基为大师，读书时天天逃课窝在宿舍看电影，自己写了各种没人看

的剧本。毕业后，打着为电影献身的旗号，从小镇跑到A城闯荡，以为离自己的梦

想只有一步之遥，却只是一个彻彻底底住地下室的穷鬼。受生活压力所迫，从电

影发烧友变成了没节操的枪手编剧。



他（马路）：在A城漂着，业余诗人兼酒吧艺人，国内某大学中文系毕业。小镇青年

，骨子里文艺，是一个会跳钢管舞的文艺青年。

它（图拉）：一只喜欢流浪的流浪狗，不为任何昂贵的狗粮而屈服。

影视公司老板：岛国留学归来，在大数据时代，自称为娱乐的风尚标、市场的弄潮

儿。其公司常年征集各类剧本，以满足观众的需求为宗旨，以票房破亿为目标。

学长：某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常年混迹各大影视公司，空有一腔报复，想

法颇多却无法实施，最终放弃了自己写剧本的爱好，在影视公司做起了人力专员

。

年轻小伙：某大学艺术表演专业毕业生，小镇青年，常年在A城酒吧卖酒。

                             正文

 黑屏字幕

 “李米，你上个学期又挂了5门课，恭喜恭喜。”

 

“李米，你爸说让你去法国学电影，到时候亨利、郎格鲁瓦给你开门，德、西卡教

你啥是现实主义，忘了你连四级都没有过，哈哈哈。”

 

“李米，你还是去养犀牛吧，反正你和它一样瞎，别忘了像它一样笨拙的生活，哈

哈哈。”

 “李米，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妈妈，没有妈妈洗内裤怎么办。”

(用力关门的声音）



一  室内  早上

（闹钟响）李米 起床 洗漱

二  室外   早上

有人在哭泣，有人在歌唱，有人生来有钱包

有人在奋斗，有人在幻想，有人一生没吃饱

他们指向左，他们指向右，他们买了壮阳药

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做，我们的生活多美好

                 背景音乐《我们的生活多美好》

 

李米 跑 赶公车（齐刘海变中分）

三 室内  上午

某影视公司招聘现场

（公司天台 一男招待穿着制服踩着高跟鞋坐在一张简陋的桌子前 

李米穿着一套制服脚上拖着一双人字拖背着一个斜挎包坐在了男招待的对面）

学长：你是学写剧本的

李米：算是吧，这些都是我写的剧本和一些我拍出来的作品。

学长：（收着 放一边）

（看简历）你是蒙特莱特影视学院毕业的  

李米：  是的

学长：那我是你学长 

李米：学学学学、、、长好

（电话响 接电话）



学长：喂，你好，我已经收到你写的剧本了，我们老总说写的非常棒，他非常满意

。

学长：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新导演计划的

李米：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学长：我这里有一些电子书，比如爱森斯坦的论文选集、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的

《雕刻时光》、埃略特《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荧幕剧作的原理》你都拷贝下来回

去学习一下，好了你可以走了

李米：学长，什么时候有答复

学长：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的

二  室外   

（李米的自白）我养了一只狗，它叫图拉，犀牛图拉的图拉，它的眼睛很小，小到

影响了一只狗的正常视力。

学长：是李米吗？ 

李米：是。

学长：你已经被我们录取了，明天来公司开会。

李米：学长，你们看了我的剧本吗？

学长：看了，我们老总说，写的非常棒，就是人物的内心刻画得还不够丰富。

三 室内 

某影视公司办公室

（一张长圆桌在一个不到十平米的房间中间摆着  边上零零散散的放着几条椅子 

）

影视公司老总：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的剧本，那几个实习生都到了吗？ 

学长：老总还有一个没到



影视公司老总：这几年不是那个什么《小时代》很火嘛，那么我们也跟着市场来，

就拍一个《贰时代》。请几个网络段子手给我们写一点剧情，让凤姐和王宝强来拍

一个爱情动作片  

还有那什么《鸭霸王》。

学长：老板，是《鸭王》

影视公司老板：对就是那个《鸭王》不也是禁片嘛，还有不少人跑到香港去看，我

们就来个通吃，剪两个版本，一个在电影院放，一个作为地下电影。现在啥片都

谈爱情，那我们就不写男女，我们写男男，女女。

（李米一人姗姗来迟  她溜进了办公室 坐在了学长的身旁的空位）

李米：我的剧本我改了，这次人物的内心世界绝对丰富，学长，你看看吧。

学长：先开会，老板不喜欢在他发言的时候下面有人说话。

影视公司老总：我们公司的口号是

（全办公室的员工）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再消灭富不起来的人，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

（全公司的人一起伸出手 叠在一起 互相鼓励)

影视公司老总：那谁

李米：我叫李米

影视公司老总：我看你剧本写得还不错，你就回去写写《贰时代》里凤姐的内心独

白，不然把王宝强的也一起写了好啦，对了你还得把回头客高弹力丝袜给写进去

，最好是让王宝强穿着丝袜登场。半个月，你写好了能用，我就给你开三个月的

工钱。

四 室内 李米的出租房内



（李米给凤姐P上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给王宝强接上了李明浩的腿 

打印出来贴在了出租屋里那发黑的墙上 

李米开始写起了属于王宝强和凤姐的《贰时代》）

五 室外  马路上

学长：李米，老总喊你们这帮实习生去喝茶，在菜市场旁的那个茶馆。

李米：好的，马上就到。

（李米到的时候 茶馆门墙站着一排实习生 他们穿着正装 

人手端着一杯一次性纸杯装着的一杯茶叶水 就像是鲁迅笔下的现代版孔乙己）

影视公司老总：李米，你怎么又迟到了？不要跟我抱怨现在的交通有多堵，你写

的王宝强和凤姐的内心独白我看了，我很满意，现在穿越剧不是很流行吗! 

于正那土×的出场费太高，你就把《贰时代》的背景改一下，我们写一个古代穿越

到现代的故事，这样又可以节约我们买道具的钱。

李米：可是，这

影视公司老总：你行不行？

李米：那我回去改改

影视公司老总：给你一个星期，写的能用我就给你转正。

六  室外  夜

（回家路上  李米 又要开始写《贰时代》王宝强和凤姐爱情动作片之穿越版 

她似乎早已忘记什么斯塔尼夫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 啥雨果 啥曹禺 

早在这个时代消失得无影无踪 生活的压力让她根本看不到城市之光）

七   室内 李米租的地下室  夜



（李米回到家中 打开门  发现图拉不见了 

李米在一眼可以望到头的地下室不断的找 依旧没有看到图拉的影子）  

八  室外  夜

（李米沿着回家的路 寻找着图拉 在街角处李米看到了一家叫2046的酒吧  

她不知道她从这条路上经过了多少次 可没有一次她发现过这家2046的酒吧 

而这一次好像是失踪的图拉把她带到了这里）

九  室内 2046酒吧  夜

 （李米来到了酒吧里面 她在吧台旁转了一张椅子坐下 

点了一杯由各种假酒混合而成的洋酒 ）

李米：（自言自语着) 

它是我捡来的，大概也是在黄昏的时候，黄昏是图拉视力最差的时候。  

一只瞎狗能去哪？它每天都在家等我回来和我一起吃超市打折的泡面，它是我

在这个城市唯一快乐，快乐丢了。

（吧台的正对面坐着一桌人 与其他桌不一样的是 那桌都是男人 

只是中间站着的那位显得格外的妖娆 

一杯一杯的酒都从四周递到那个男人的手上）  

（李米离那一桌很近 周围也只有那递酒的小哥知道这姐们丢了一只狗 

李米就盯着那一桌男人 其实她是在盯着那个不断被灌酒的男人 瞬间她就得 

在某一个刹那他就是她 ）

（没过多久 那一桌就传来了打闹的声音 即使酒吧很吵  李米依旧坐在一旁看着 

只见那个站着被灌酒的男人 喝完一杯后 把手上的杯子也啃了起来  

他嚼得满嘴都是血  周围的男人都散开了）



  李米走了过去 （走过去的这十几步路我似乎脑补出了《鸭王》所有的情结 

这或许是我走过去的理由）

 

十  室内  医院  日

（李米在病房旁坐着 守着一个不认识的人 只是因为这个人刚刚吃了一个杯子 

李米就认定一定得跟这个人交个朋友）

手机铃声：在我的祖国 只有你没有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你是我光明祖国的唯一阴影  

（李米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手机铃声  

她把手机递给了这个刚刚吃过杯子的男人 他直接把手机给关了 

他的决绝的让李米忘记了他不断被别人灌酒的样子）

李米：哎，你就没有朋友吗？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李米好像忘记了刚床上的这个男人刚吃完杯子 嘴巴被包了起来） 

（马路一直低着头 翻着自己的手机 老半天了也没有打出一个电话）

李米：给你交了住院费，你还我吧。

（马路把手机递给了李米）

李米：你这破手机不值钱我不要

（但李米还是接过了手机）

李米：这是我的电话，我叫李米，还是个实习生，没有工资的那种所以你最好别欠

我的钱。你病养好了，你就打这个电话还钱给我就好。你好好养着，我先走了。

十一   室内  李米租的地下室   夜
（李米呆在自己租的地下室里）



李米的自白：今我还在生理期，这已经是是它停留的二十一天，我有一种人快枯

竭的感觉。 

离交稿的日期还有两天，而我已经有三天没有合眼。以前人们总说，我们有很多

路可以选择， 可是到头来却发现有多少条路就有多少人走投无路。

 

（离交稿时间还有一小时，李米给《贰时代》王宝强和罗玉凤爱情动作片之穿越版

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十二  室内   李米租的地下室  日
（李米躺在地下室的床上）  

（电话响）  

学长：喂，李米，我学长。老总看了你改的剧本很满意，但是老板还有一点要求，

现在惊悚片特别受市场的青睐，你看杨幂拍一个《孤岛惊魂》赢得了多少票房。老

板说，如果这次你改的让你给他满意他就想办法去请真的王宝强和罗玉凤来演，

不请替身了。

李米：什么，我做不到。

学长：李米呀，不是学长说你，你们这种刚毕业的菜鸟编剧，就不要装什么清高，

有钱就挣 

你不缺钱你就回家混豆瓣、天涯呀，没准，你回家随便写个分手日记就能变成《失

恋三十三天》 

不然你就接地气一点，谁买单我们就得听谁的。你写不写随你，愿意写的人多着

呢！这次就给你五天，你能写就写，不写我们就换人了，你也别指望拿到啥工钱

。

十三 室内  李米租的地下室  日



（李米继续为《贰时代》王宝强与罗玉凤动作爱情片之穿越惊悚版奋斗着  

从家里带来那些《电影是什么》《重返希区柯克》《电影理论节选》都变成了李米坐

在床边吃泡面垫在床上的垫子）

（电话响）

马路：喂，李米，我是吃杯子的那个，你现在有空吗？  

李米：有呀。

马路：你来我住的地方一趟吧，我还钱给你，我把我地址发给你啦。

李米：凭什么要我去你住的地方拿钱，是谁还钱给谁呀。

（还没有等李米把话说完 对方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李米只能按照手机短信上收到的地址 去那个住址 找这个吃杯子的男人）

          

十四 室内   马路家楼梯间  日

（电梯出来 李米敲门  马路开门）

马路：对了，我家的门钥匙备份就在楼下的收件箱里，你有空就来帮我打扫打扫

卫生，没事就来晒晒太阳就当是给的工钱。

十五  室内   马路家   日

李米：你家怎么不开灯呀。

马路：没有光明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盏灯。

李米：那你把钱还给我吧，我不进去了。 

马路：开灯了，你进来吧。

（马路的房间也不大 一室一厅 简单的家具 能做饭）

李米：去一下你家厕所。



（马路站在窗户面前）念到：

在我的祖国

只有你没有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当你知道我葬身何处

请选择最美丽的春天

走最光明的道路

来向我认错

这一天要下的雨

请改日再下

这一天还未开放的紫云英

请他们提前开放

（李米开门从厕所出来） 

马路：你懂诗吗？我知道你懂。

李米：你不是陪酒的吗？怎么还读诗。

马路：我只是喜欢在舞台上男扮女装，以此来调侃观众：“人生是没的选择的，我

的命运便是一星期做两个小时的女人，可是，我比你们幸运，我的人生里至少有

两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你们难道不偷偷地渴望能有这样的两个小时，卸下你

们的面具，摆脱所谓的成功和正常，为所欲为，做一个真的自己，或者做一个幻

想中的自己？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们真可怜！

（敲门声 马路去开门)



房东大妈：你们家的房租什么时候交，都欠了一个月了，你还租不租，不租就赶快

搬走。

李米：我们口袋里没有钱，心里没有诗，是彻彻底底的穷透了。

马路：你是干什么的。

李米：写剧本的。

马路：最近在写什么，写一个王宝强和罗玉凤的爱情动作片。

也是够狗血的啦

李米：挣钱要生活嘛，你懂的。

十六  室内   李米租的地下室  夜

（李米继续 

写《贰时代》王宝强和罗玉凤的爱情动作片之穿越惊悚版：凤姐是一个古宅大户人

家的千金小姐 却爱上了作为伶人的王宝强 而王宝强极具声势的伶人 

他唱的角色每次都能影响全乡权势的追捧 可是一次纵火把王宝强烧的面目全非  

他只得躲到阁楼上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李米又度过了几天没日没夜的日子 屋子了堆着一对泡面盒子  她坐在床上 

床上堆积着各种关于电影的书籍）

十七 室内  李米租的地下室  夜

（电话响）

学长：李米，我是学长，你发给我的剧本我给老板看了。老板说你这惊悚片的剧情

和《夜半歌声》太像，那东西搁以前叫经典，搁现在叫过时，还有你丫台词写得太

文艺，你又不是王家卫。现在王家卫都开始买网络上的段子手写的本子了，你还

没有醒悟吗？改吧。



十八  室内  2046酒吧  夜

（李米来到了马路工作的酒吧 这是第一次李米认真的看舞台上的马路

马路很瘦 在钢管上舞动得很妖娆 跟马路比起来 李米觉得自己更像一个男人）

（李米坐在吧台上 她发现自己在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认真的观察过任何一个人 

她只是在不断的写 不断的想象 便渐渐忘却了生活本身就很戏剧化 

而她正在审视的这个男人 他就吃过一个杯子）

马路：剧本写好了呀。

李米：没有，老板不满意。

马路：你给我写一个角色呗，我就要过生日了，帮我拍个微电影就行，要拍得像时

尚大片那样。

李米：就你，拍纪录片得了，拍个把杯子吃掉的步骤还行。

十九  室外  酒吧外  夜

（马路 李米在街上走）

（马路接电话）

马路：喂，哦，妈。我现在好、吃得好、喝的好、睡得好、反正都比家里好。有人跟

我过生日，我有一大帮朋友。妈，我现在在出差，电话费贵不跟你说了。

（马路上空无一人 车也很少 马路和李米躺在斑马线的正中间 )

李米：你真生日呀。  

马路：是呀，你陪我让我把诗念完，我知道你懂。

在我的祖国

只有你 还没有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当你知道我葬身何处 



　　　　请选择最美丽的春天 
　　　　走最光明的道路 
　　　　来向我认错 

　　　　

　　 这一天要下的雨 
　　　　请改日再下 

　　　　这一天还未开放的紫云英 
　　　　请它们提前开放 

　　　　

　　 在我阳光万丈的祖国 
　　　 月亮千里的祖国 

　　　 灯火家家户户的祖国 
　　　　只有你还没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你是我光明祖国唯一的阴影

　　　　你要向蓝天认错 
　　　　向白云认错 

　　　　向青山绿水认错 

李米：好啦，有车要过来了，快起来。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就当是为你不过生日好了。你

明天有空就call我。

二十 室外  海边  日
李米：怎么样，这地方不错吧，这是送你的大片。  
马路：这是啥片呀。

李米：《缩水情人》自己回去看。  
马路：只听过水货，没听过啥《缩水情人》。

      
对了，我有一哥们，我同行26了，找到了一62的富婆，正准备结婚，你不是学编剧的嘛。能不
能，帮忙拍个片子，在他们婚礼上放呀。  
李米：行呀，你带我去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呗。

二十一  室内  富婆家中  日
（一辆路虎 停在了一栋豪宅的花园里 李米和马路从车里出来  一年轻男子 出来迎接） 
马路：哥们，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编剧，李米。

年轻男子：你好，李大编剧。 
李米：呵呵，你们对拍这个有什么要求。

年轻男子：我们家哈尼，就是想要浪漫一点。她现在在二楼打牌，你们跟我去楼上问问她把。

二十二  室内   富婆家二楼二楼  日
（一桌麻将摆在大厅的正中间  四个六十多岁的大妈 打扮的花枝招展坐在桌子的四周）
（李米在马路的耳边说道）

李米：这是一群貂吗？



（马路笑了笑）

年轻男子：哈尼，这是要给我们婚礼上拍视频的的编剧，来询问我们一下对这个视频有什么

想法。 
富婆：要浪漫，要浪漫就好。

李米：你女朋友原来是干什么的  。
年轻男子：她跟她以前的老公是卖化肥发家的。现在做成了企业，她老头走了，他们以前专门

去研究一些化肥怎么配制，还把自己的房子给烧过。

李米：哦，我们拍一个默片（镜头切到婚礼现场的大屏幕上）在里面你老婆爱自己研发各种试

剂，又一次她研究出了可以把生物缩小的试剂，但没有在生物身上试验过，恰好这是你们在

闹矛盾,她骂你自私从不顾及她的感受，你就赌气说要把她刚刚研究出来的这个试剂用在你
自己的身上。之后她就给你用了，你一天一天的变小，而她一直都苦于无法找到解药，有一

天你变得手掌那么大，窜进了她的身体里。

二十二  室内  李米的地下室  日
（电话响)
学长：李米，我是学长。我们老板现在决定写一个新的剧本，有一个山西的煤老板，决定给我

们三个亿的投资，让我们为景甜量身定制一个角色，其余的要求都随我们提。再说那王宝强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档期，反正都是烂片，这个的投资都来了。不然，你再帮我们写写景甜

的戏。

李米：我不写了，祝你们大卖。

（电话响 ）
陌生男子：喂，你认识马路吗?他的手机在我这，他手机里就你的电话。 
         他们酒吧起火了，马路被拖出来在医院好像不行了，你有空去看看吧。

二十三  室外  路边  日
（李米自白  第一次独自参加了一个没有 告别仪式 没有葬礼 没有照片 没有墓地的告别
这座城市有快节奏的生活 超贵的物价 有的人的一生都在还着房贷  
而有的人离开的时候都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比如马路）

二十四 室内   马路家  日
（李米独自来到了马路家  在马路家楼下的收件箱里 她找到了马路家的门钥匙）

（打开门 马路的家还是那么整洁  就好像一直没有人住过一样 
虽然马路一直都过着没日没夜的生活 可是他还是经常整理自己的家  
就因为这样李米还经常笑马路不是直男  李米坐在马路的床边 想到这些 就自己笑了起来）

（李米买了一个7寸的小相框带到了马路的家里 她想找张照片把它装进去  
李米想也许马路就是因为没有拍过什么照片所以才会要求自己给他生日拍大片 
翻了很久李米在枕头底下找到了一张看似是全家福的照片 刚好也7寸 
李米就把照片装了进去 放在了电脑旁 她发现电脑还是开的 就移了移鼠标 
电脑就亮了她点开了马路的视频播放窗口 
最下面一个是她拷给马路的《缩水情人》碟还在里面 所以李米一点开 
视屏就很顺利的播了出来）



李米坐在电脑面前把《缩水情人》看了一遍 然后视频自动跳到了第一个 
是马路自己录的一段音频：

在我的祖国

只有你 还没有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当你知道我葬身何处

请选择最美丽的春天

走最光明的道路

来向我认错

这一天要下的雨

请改日再下

这一天还未开放的紫云英

请它们提前开放

在我阳光万丈的祖国

月亮千里的祖国

灯火家家户户的祖国

只有你还没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你是我光明祖国唯一的阴影

你要向蓝天认错

向白云认错

向青山绿水认错

最后向我认错

最后说 要是你还活着
该有多好

(李米自白）第一次把这首诗完完整整的听完 每次马路都说我懂   

打开电脑桌面上马路的一个txt上面写着：那些能预知的，经过权衡和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

无吸引力，我要的不 

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而奇迹，是不会在容易的道路上绽放的。也许，在所有不被看

好，无人尝试的错误的选择的背后，会有不曾见到的可能，不曾设计的 

未知。未知让人恐惧，引人好奇，也因此证明你的勇气，成就你的自信。在每个死胡同的尽头

，都有另一个维度的天空，在无路可走时迫使你腾空而起，那就是奇迹。



我只是觉得马路拥有一个男人不该拥有的柔软 
只是从来都没与想过他对自己的梦想是这样的偏执 或者说这么刻薄的生活态度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种态度 他才在这座城市扎根了下来 并最后永远的留在了这座城市  
看着看着李米的眼泪就从她的脸庞滑落了下来

二十五  室内 马路家  日
（过了一夜 李米趴着马路的电脑桌上睡着了 早晨的阳光射到李米的脸上 
这是在她那个狭小的地下室李米从未感受过的城市之光 可是它一直存在）

（敲门声）

房主大妈：小姐你好，住着的那个小伙子还在吗？你问问他这房子他还住吗？住就得交房租

了，还有他都欠了我几个月的钱了。 
李米：哦。租，我会凑齐房租给你，你给我给我一点时间。

房主大妈 ：你要我等你多久。
李米：大妈你就帮帮我吧，马路出了一点意外，我会帮他还的。

房主大妈：妹子，你就别在外面瞎忙活了，有家就早点回去嘛。我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学艺术的

，空有一肚子的梦想，可是都养活不了自己。最后我还是找了一个当地老头，大半辈子都给

了他，他就留下了着几套房子给我。梦想这东西有时就是空想，你去去看看那些法国著名的

空想家谁有一个好下场，最后不都是各奔东西。还有那个梅里爱，最后不也是跟他的妻子开

了一个糖果店度过了下半辈子嘛，梦想都是骗小孩的玩意，就跟糖果一样，什么甜呀苦呀都

是虚无的东西，好好生活踏踏实实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你姑娘家家的还是好好想想吧。 
李米：大妈，我知道，谢谢你啦，我会想办法凑钱给你的。

二十六  室内  李米的地下室  日
（李米离开家的181天）
（电话响）

李米：喂，妈，我还好，吃得还行，喝得还行，睡得也还行。

李米妈：你爸爸给你买了只狗等你回家取名字呢，我打了一些钱放你的银行卡里，你有没有

收到呀。

二十七  室内  火车上 日
（火车镜头 李米坐在火车硬座上）
李米坐在火车上在电脑上打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也许以后她还是会跟一个不懂电影，不会英

语，不爱看书的男人结婚，然后在他慢慢发福的身材中耗尽自己的理想。但不管怎么样，我

都祝福她，因为曾经在我面前说要征服自己的她，是如此生动。

二十八  室外  小镇的街上   日
（李米牵着一只哈士奇 搂着一只猫）
哈士奇突然跑了起来 李米没有牵住手中的绳子 
李米大喊道：图拉，你快回来。

身边路过的小妹妹 仰着头对李米说 姐姐你们家的马路真可爱



（李米独白 也许他（马路）在我的世界里就是一只猫 一只有洁癖懒猫 他过于柔软 
被生活挤压得不成人形 所以我只愿你是只猫 不要在陌路选择腾空而起 
而是趴在原地等候阳光 生活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要的成功或失败） 
 
二十九  室外  小镇的街上  日
（电话响）

学长：李米，我是学长， 
我们拍得景甜的《鬼五十七》红了，我捞到了不少钱，现在我开了一个工作室，你有兴趣回来

再跟着我在干一次吗？

                                      致谢：

  
从论文选题到搜集资料，从写稿到反复修改，期间经历了喜悦、聒噪、痛苦和彷徨，在写作论

文的过程中心情是如此复杂。如今，伴随着这篇毕业论文的最终成稿，复杂的心情烟消云散

，自己甚至还有一点成就感。那种感觉就宛如在一场盛大的颁奖晚会上，我在晚会现场看着

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上台领奖，自己却始终未能被念到名字，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后，终

于有位嘉宾高喊我的大名，这时我忘记了先前漫长的无聊的等待时间，欣喜万分地走向舞台

，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抒发自己的心情，发表自己的感想。这篇毕业论文的就是我的舞台，

以下的言语便是有点成就感后在舞台上发表的发自肺腑的诚挚谢意与感想：

我要感谢，非常感谢我的导师霍俊国老师。他为人随和热情，治学严谨。在闲聊中他总是能

像知心朋友一样鼓励你，在论文的写作和措辞等方面他也总会以“专业标准”严格要求你，从
选题、定题开始，一直到最后论文的反复修改、润色，霍老师始终认真负责地给予我深刻而

细致地指导，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正是霍老师的无私帮助与热忱鼓

励，我的毕业论文才能够得以顺利完成，谢谢霍老师。

  
其次，感谢廖一梅女士，阿莫多瓦先生、俞心焦先生、顾长卫先生、张元先生、李志先生，何

其有幸，让我领略到一个看似苛刻又何其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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