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音》剧本片段 作者朱宜

第三场

【场景】

纽约，李苏的一室一厅小公寓
【人物】

李苏
李先生
李太太

[李苏拖着两件大行李进来。她的父母跟着进来。

李苏  欢迎光临纽约！欢迎来我家！

[李先生、李太太打量室内。

李苏  还是有点儿乱，我已经很努力地收拾过了！
李太太  我们家女儿什么样我们还不知道吗？
李先生  太小了。
李太太  这样一个月租金要两千美金？两千美金住火柴盒，你是不是被骗了？
李苏  不是，这已经很划算了，我找很久才找到的。
李先生  连转个身都挪腾不开。
李苏  你们怎么不把外套脱掉？
李先生  就脱了，就脱了。

[他们并没有脱外套。
[他们在房子里四处走动，东看西看。李太太叹口气，充满母爱地拥抱了女儿。

李先生  我的女儿实在不该住在这么憋屈的地方。

[李先生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叠百元美金大钞放桌上。
[李太太回身锁上门。
[李先生从另一个大衣口袋又拿出一叠百元美金，再一叠，又一叠。李太太也开始从大衣口袋里掏

钱出来。两老的大衣口袋掏空了，他们把大衣脱掉，继续从里面的夹克口袋掏出一叠叠美金。夹克掏完
了脱掉，里面还有一层夹克，再从内层夹克掏钱出来。很快，桌上堆满了美金。

[李太太打开皮包又倒出一堆钞票。
[李先生摘下头上的帽子，又抽出两卷现金。
[李苏惊呆了。

李苏  这什么？（顿）爸爸贪污了！你们在跑路！
李太太  别咋咋呼呼的。你爸要是贪污，我们会只有 100 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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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苏  这里有 100 万？！
李先生  你老爸我绝对完全不可能贪污，这辈子都不可能，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你居然那样看我？
李苏  好啦好啦。那不然你这些钱都哪来的？干吗带在身上？你们竟然还过得了海关？
李太太  这是我们老房子的拆迁补助费。
李苏  老房子那么破，虫都蛀到底了，哪可能值这么多钱？
李太太  房子本身不值什么钱，但是补助是看户口人数的。
李苏  我们加起来也不过三个人。
李太太  不是，我们早知道有这一天，所以拆迁令下来前五个月，咱们就请家里所有亲戚把户口都给迁

过来了。20 人，政府补助每人 30 万。
李先生  喂，不要跟孩子说这些。
李苏  太夸张了吧！那不就是 600 多万，他们怎么肯帮忙，还免费的？
李太太  那当然，都是一家人嘛。而且他们也是还人情。
李先生  细节什么的不用跟苏苏说。
李苏  什么人情？
李太太  你表妹玲玲能进重点小学全靠我，你白阿姨四十几岁还嫁不出去，全靠我介绍人给她才订了婚。

你福叔的酒驾记录，是你爸动用了点儿关系才给抹掉了……
李先生  （打断）别说啦。
李太太  好在有你爸，不然你那傻子堂哥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更别提一年连升三级！
李先生  你不要教坏小孩子！
李苏  哇！原来有这么多内幕，我都不知道。
李先生  你妈这张嘴就爱说说说。
李苏  好啦好啦，我懂了。不过，虚报户口，这样合法吗？
李太太  当然不违法！周围邻居哪一家不这么干。
李先生  我们从来不做违法的事。
李苏  走私 100 万美金入境是违法吧？
李先生  那你教我合法的路子？
李苏  干吗不直接银行转账？

[二老大笑。 

李太太  我们没让她愁过钱，所以她对现实一无所知。
李苏  喂！
李太太  一般人要合法从国内转出大笔财产是不可能的！外管局有严格的规定。
李苏  这也太荒唐了！
李太太  就是荒唐啊！
李先生  荒唐什么！国家为重啊！如果没有这些规定，我国经济将出现巨大的震荡和紊乱。你一拍脑袋

骂两句政府倒是容易。
李苏  这可苦了你们，怀揣 100 万美金坐 14小时飞机，如果海关查到怎么办呢？
李先生  他们不会查我们的。你妈和我看着都是有身份的人。只有那些穷酸相、拖着蛇皮袋的人才会被

查。
李太太  我们考虑过把钱五万五万地从不同的亲戚名下汇出来，可那太花时间和手续费，而且最后还是

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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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苏  所以你们要在纽约买房？
李先生  什么，你怎么知道？（对李太太）我不是说要给女儿惊喜吗？你啊就是口没遮拦！
李太太  我什么都没说啊！

[李苏手机响起。

李苏  不是人人都在买吗？等下。

[接电话。

李苏  你好，我是凯瑟琳。

[二老看着桌上的现金，开始找地方放钱。

李苏  是的，你好！对！对！多谢来电！
李太太  苏苏，你有没有大一点儿的袋子？
李苏  嘘！
李太太  我要拿个袋子装钱。
李苏  （用力嘘父母）没事没事，您请说。哦，那太好了。哪里哪里，我太爱这个剧本了。呃不，我不

是演员工会成员。因为不是美国公民也没有绿卡，所以不可能加入工会。是……我试过了。你
大概无法想象我试了多少次。

李先生  你看看她打电话的样子，我女儿英文真好啊。

[李太太四处翻箱倒柜子开抽屉，找袋子。

李苏  （电话）我了解，但是……不……是的。我理解。──但这不公平！
李先生  苏苏的英语成绩打小学起就名列前茅。这一点她可比她爹强。（骄傲）
李太太  她比她爹强的事可多了。（从抽屉拿出黑色塑胶袋）唉，我们家这姑娘太邋遢了。
李先生  她是艺术家嘛。 
李太太  我以前也是艺术家，但也没有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李先生  所以你没混出名堂嘛。
李太太  你说什么？
李苏  （盖住电话）拜托！嘘！
李太太  好，好。
李苏  工会规定就是这样，我没法改，但是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任何事！都行！……你们不知道我

自打毕业，面试了多少戏，这次我真的真的以为能成了……如果是配角、群演呢？

[李太太把钱装进垃圾袋。

李太太  刚刚好！
李苏  是的。请转告哈里先生和拉哥塔先生，我也非常期待未来有机会与他们一起合作……但我们都知

道，在主流外百老汇不可能那么快再有一部有那么多亚裔演员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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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些事情我当初面试时没有说。
这部戏写的就是我──露露的故事就好像我的一生。我刚出生，亲生父母就把我送到孤儿院，这
样他们就能把独生子女的名额省下来给未来的儿子。一名流水线女工收养了我。我十岁时养母
的左手被机器压断，工厂只给了她一点儿钱，就把她赶走了；我 16岁时家里房子被强拆，卖给
开发商盖豪华饭店。我养母抗议，被工地的挖掘机撞死了。（开始哭）所以当时在讲台词的时
候，一字一句都捶在我的心上。我仿佛在讲述自己的身世。我跟露露的角色已经合为一体了。
哈里先生的剧本为我这样的沉默大众发言。

李太太  苏苏你怎么哭啦？
李先生  她在那讲英文讲的是什么啊？ 

[李苏打手势叫他们安静。

李苏  真的吗？真是太谢谢你了！好，随时打给我。非常期待。是，什么时间都可以。我就在电话旁边
等。希望有好消息！

[李苏挂上电话，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李太太  苏苏怎么啦？
李苏  没事。
李太太  你怎么哭了？快告诉爸爸妈妈！
李先生  谁惹我家女儿生气？跟爸爸说，我去收拾那混蛋。
李苏  没事。刚刚那是个制作人，我之前去他们的演员甄选。
李太太  可怜小宝贝，落选的滋味很不好受，妈妈知道。
李苏  你才不知道。
李太太  我怎么不知道？妈妈以前也是演员啊。没关系的，你又聪明又漂亮，未来有大把的机会。
李苏  不是一回事！
李先生  你有没有给他们看你在学校的成绩？有没有提你七岁那年被选拔出来给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

奇表演舞蹈？
李苏  （烦）啊呀爸你不懂！

[静默。
[二老看着女儿难过的样子。

李先生  嘿，你要不要看看我们买的房子？老婆，那个册子呢？
李苏  好啊。
李太太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李苏看了一眼。

李苏  不错。
李先生  看看这景色！这地段！牛不牛吧你就说！
李苏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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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太  100 万美金呢！
李苏  喔。
李先生  你就不能表现出一点儿感恩吗？我们花了 100 万在你身上，你就这副不在乎的样子？
李苏  不，别花在我身上。
李先生  我们有得选吗？谁叫我们就你这一个女儿！

[电话再响。李苏秒接。

李苏  是的，是的，我是。多谢您回电。
可以啊，接受采访当然可以。是什么样的采访？嗯……这个嘛……
好。行！没问题。
真的吗？这话当真？天啊！天啊！好！好！当然好！谢谢你！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刻！我会
永远记得这一天！我绝不会让您失望！谢谢！谢谢！

[李苏挂上电话，兴奋地抱住父母。

李苏  我选上了！ 选上乔许·哈里外百老汇的戏的女主角了！天啊！而且差点儿就错过了！
李先生  乔许·哈里是谁?
李苏  啊？他超有名的，他的剧本得过欧比奖！
李先生  什么是欧比奖？
李苏  他还拿过普利策奖提名！（见父母依然没反应）就是那部，《杂音》啊！
李太太  没听过。
李苏  （努力搜寻他们可能知道的点）他的前女友是莎莉·古德蔓？
李太太  喔！她呀！
李先生  谁？
李太太  莎莉·古德蔓！就是我们圣诞节看的那部动作片里那女的，不记得啦？那个身穿豹纹紧身衣，脚

踩高跟鞋，特别能打的？ 
李先生  喔！她呀！哇！那电影好看啊！
李苏  就是她！而我要演的这部戏，编剧就是她的前男友。莎莉·古德蔓在好莱坞走红之前，他们在一起

九年呢。
李先生  哇！
李太太  宝贝女儿，恭喜你了！
李苏  我好开心！那册子我看看？真漂亮！
李先生  你星期一跟我们一起去看房吗？
李苏  不行，星期一就开排了。
李太太  我女儿要当演员了！勇敢地去追求那个妈妈没能实现的梦吧。

版权朱宜所有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zoe.zhuy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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