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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连载之21）

足不出户，随时、随地投注，猜球、刮奖、玩乐透，体彩
“手机在线”就是让你这么任性！

体彩“手机在线”下载流程：扫码→输入手机号→【验证
码】→身份证号→（提交成功后）下载安装切记：填写验证码要
一次成功，使用手机自带浏览器（不要
用QQ浏览器）！！！注意：必须用山东
省内的借记卡，用于奖金发放。

特别提醒：苹果系统用户安装
完成后提示“未受信任的企业级开发
者”的提示时，点击“设置”-“通用”-

“设备管理”或“描述文件”-选择
“Beijing Yipingtai Technology
Co., LTD”-点击“信任”即可使用。

足不出户 轻松购彩

体彩“手机在线”
玩转指尖上的精彩

就在多少年以后孙德良领我拍照的那棵
140多岁的“青香蕉”树下，当年的一幕，这棵

“寿星树”永远也忘不了：老汉急呼呼地撅着一
粪篓子豆饼来到树下，已经是汗水湿透了夹
袄。他对着老苹果树说：“祖宗树啊，你睁开眼
看看吧，你这辈子算是值了——我跟书记说好
话，才给你把周总理给你的豆饼要来了。你吃
吧，你长了这么大年纪，能吃上周总理给的豆
饼，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啊。”

这样说着的当儿，“老寿星”树仿佛也通人
性，受了感动，风儿一吹，树叶哗哗地响着，树上
的苹果仿佛也瞪大了眼睛笑……老汉用铁锨围
着“寿星树”挖了一条不深不浅的沟，然后一捧
一捧地把豆饼均匀地喂在沟里，再细细地用双
手培上土……末了，他面朝北方“扑通”一声跪
在地上，双手合十举过头顶，老泪纵横，泣不成

声地说：“周总理啊，周总理……俺和俺家
的‘祖宗树’这辈子下辈子也忘不了您的

大恩大德啊……俺做梦也没想到，您会给俺的
苹果树吃大豆饼……您知道它们饿了吗？您知
道它们这些年一顿饱饭都没吃吗？您知道，您
一定知道俺的苹果树饿了！真的饿了！周总理
啊周总理，俺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情，俺的苹
果树一辈子也忘不了是您救了它啊……周总理
啊，俺和苹果树给您磕头了，给您磕头了……”
颤抖的声音伴着老汉的头重重地磕在地上，一
个、一个、又一个……月亮真的知道老汉的心
吗？月亮你把老汉的情一起送到了北京吗，送
给周总理了吗？要不你为啥这么亮呢？！只见
月光如水，山野里的秋声，伴着老汉的抽泣，一
并合唱起来！也不知道布谷鸟从哪里看见了这
个场景，远远地喊着“布谷布谷”——“神奇的鸟
儿啊，你怎么在秋天也叫呢？”老汉泪流满面，自
言自语地说：“莫不是你把俺的心儿捎给了周总
理啦？！周总理啊，过年，俺的‘祖宗树’结的苹
果，第一个就送给您尝尝，它还会像以前那样，

长得又香又大又甜。”
孙德良说：“总理这么一弄，我们的负担就

大了。你说说，总理日理万机，在百忙当中对绍
瑞口这么样，我们的压力有多大……我们就费
尽脑汁开会研究，最后决定采取两条措施：一个
是开沟喂；二是，山上12个生产队，都建立养猪
场，建上化粪池……以前生猪吃不饱，现在有大
豆饼够吃了。用猪粪尿建成化粪池，再把豆饼
放在化粪池里发酵，变成了酵水，这个作用大
——直接喂树。两条措施来保证大豆饼起最大
的作用。最后呢，在专家们——有中国科学院
的，还有省果树所的副所长陆秋农亲自指导下
——别的人谁说都不行，只听他们的——秋天
把刺槐叶子撸下来，加上过磷酸钙，加上人尿，
不要大粪，在家里沤出来。等秋天刨园以后啊，
把这些绿肥、豆粕、农家肥这些有机肥撒在果园
里头，然后深翻果园，以前是5寸，现在是7寸
到8寸，把肥料翻进地里去，翻完了以后再灌溉
……施肥的标准是国务院专家和省里专家定
的，是1：0.5：1，1是氮肥，磷肥是一半，钾肥也
是1，豆饼、草木灰、酵水、绿肥，严格按照标准
施……树的生长确实改变了面貌……”

我问：“以后苹果怎么样了？”
“绝对好了！”孙德良说：“一掰，黄瓤；一吃，

喷香、甘甜、酥脆。不是氨水喂的那个味道了。”
“我当然很高兴！”孙德良说：“虽然那时候

我已经是党支部书记了，别的村书记抓粮，我还
是主抓苹果，因为绍瑞口就指望着苹果啊！绍

瑞口村几千号老少爷们的致富梦，不都在苹果
身上吗？”

“就这样，国家连续七年供应我们豆饼，”孙
德良语气凝重地回想着往事，缅怀着那些美好
而高亢的时光说：“中央电视台专门到俺村拍了
纪录片《苹果熟了的时候》……从1972年至
1975年，绍瑞口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央军委
特供“青香蕉苹果”100多万斤、“红香蕉苹果”
60万斤……”

我第二次到绍瑞口采访，主要是找孙德良
领着我去找那棵姜中武说的百年老苹果树王。
小轿车出了村，向西南方向，沿着山路，一直走。
大约二三里路的地方，有个岔道口，一向南——
向西。他说，向西，沿着山沟的北坡小路走。硬
化的水泥路变成了土路，正好下过雨，越走越窄
越粘，走到一个宽敞处，是农家上山干活的一个
小停车场，水泥的。他仍然不叫停车，叫我一直
向西南开。可开了不远，便走不动了。两边是野
草，车像在草海里行，小道泥泞不堪……

退回来停在车场里，他领着我沿着向南的
蜿蜒小道上南山。他在前边提溜着裢腿，一脚
深一脚浅，躲着水湾，拣着有草无水的地方给我
带路。我呢，一跳一蹿地老远跟在他后面，走到
南山坡上，在山坡的苹果园里，有两株很古老的
苹果树，似慈祥的老者。它们身上的树皮粗粝
如铁，就如生锈的铁皮一般，却依然伸展着虬髯
的老枝显现年轻。的确，如果孙德良不跟我说，
确实看不出它跟其它的苹果树有什么两样，更

不知道它们的年龄已经一百四五十岁
了。第一次跟权锡铭和他的同事初世补
来的时候，果园的主人正在园里劳作，我
们给他留了影。这次，我跟孙德良来的时候，只
有山风和雨后的水珠招呼我们。我见孙德良还
是来叫我看这两株百年老树，就说：“我来看过
了。它们有多大年纪？”当然他不知道我是明知
故问，进行考证，便说：“有一百三四十年了……
这一棵是青香蕉，这一棵是红香蕉……别看这
么大的树龄，结果一点不少。”

我说：”这真是神仙树啊！”
“管理得好，它们就年轻。”他说：“不容易

啊！要不就被砍了。”
他摩挲着树干，又把手伸到高处，拽着嫩

枝，摸着有小孩拳头大的苹果，嘴角仿佛抽动了
一下，仿佛在跟苹果树说什么……转回来走到
沟底，也是一片苹果树。他指着一棵最大的苹
果树说：“这棵看不看了？也是一百多年。”我
说：“不看了，上次来就是在这棵苹果树前照了
相呢。”

在回来的路上，他又领我看了路边的两棵
百年苹果老树。这些老树如果不是他特意告诉
我，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年龄是如
此的高寿。孙德良很自豪，每到
一处，都会讲当年的历史，而且，
他还应我的要求给我与老树留
影，每拍一次，他都会给我看看
怎么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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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通明的训练馆里散
落着几只篮球，远处两名球员
正在训练。日前，广东宏远男
篮队员周鹏在微博上晒出这张
图，写道：“来喜讯啦，终于可以开
始了。开工，开整！”

2019年备战男篮世界杯期间，
周鹏在训练中受伤，远离了心心念念
的球场。如今，伤愈加复赛双喜临门，
这一天，周鹏等待了好久，中国篮球也
等待了好久。

就在CBA宣布复赛的两天前，北
京首钢队员林书豪还表示赛季重启的
消息不确定，让自己的情绪好像坐上
了过山车。“我很期待CBA联赛重启，
球迷需要看篮球，无论是让我们在同
一个城市进行赛会制比赛也好，空场
比赛也好，这都是小事，我们只想上场
比赛，让球迷能够在网络上、电视上有
比赛看。”

如今过山车到了站，大家心里的
石头都落了地。虽然联赛停了，球队
训练并没有停，CBA各方表示，正时
刻准备着迎接比赛。

首钢队员方硕说：“其实（我们）一
直在为联赛准备，所以大家的状态都
没什么问题。”他的队友段江鹏也表
示，一直在等复赛的消息，现在准备比
赛的时候会更投入、更专注。

据介绍，吉林男篮2月10日就在
长春完成集结，开启了封闭训练模
式。“这段时间我们在做好防疫的基础
上坚持训练，主抓球员的个人技术和
体能储备。”主教练王晗说，随着联赛
重启，球队将训练计划调整到强化集
体攻防战术中来，争取在近半个月的
备战时间内，将整体实力恢复到联赛
期间的正常水平。

同样在2月就开始备战联赛的还
有山东男篮。得知CBA复赛消息，山
东西王男篮微博4日下午发布“6月
20日联赛重启，踏上征程”，并配上了

“加油”表情，当时球队也正在训练。
5日，球队已经在加紧训练，为接下来
联赛重启“冲刺”。虽然此前复赛时间
不明确，主教练巩晓彬说：“我们在时
刻准备着，一天两练，有条不紊地练战
术、练细节。”

山西男篮主教练王非介绍，球队
恢复训练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从现在
来看我们球队各方面的情况是不错
的，不论是思想准备还是训练准备都

不错，山
西男篮已
经 准 备 好
开赛了。”

针 对 备
受关注的外援
话题，不少俱乐
部也正在做“全华
班”上阵的准备。
王非回应：“外援至
今没有归队，我们队
应该是‘全华班’去参
赛。这对于我们来讲既
是挑战，也是机会，希望
国内球员在场上能有更多
担当。”

巩晓彬也认为，外援缺
阵是劣势，但某种程度上也是
契机，球队正在抓紧细化技战
术，最大程度降低外援缺阵的不
利影响，同时给更多本土年轻球
员比赛机会，希望年轻队员把握机
会，尽快成长。

CBA复赛尘埃落定，也让封闭集
训了4个月的浙江稠州男篮上下松了
一口气。俱乐部总经理方俊说，球队已
经为复赛做了充足的准备，尽管只能以

“全华班”出战，但球队力争进入前八名的
目标不会改变。

方俊表示，虽然球队在疫情期间训练从
未中断过，但没有了实战对抗，队员们身体状
态保持如何，还有待检验。“其实对我们来说，这
也是一个新课题。虽然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训
练，但更像是闭门造车，除了队内对抗赛，没有真
正的比赛环境来检验队员们的训练成果，所以复赛
后能打出什么样的水平，也是未知数。”

身体是一方面，心理又是一方面。由于外援无法
归队，复赛后不少队伍只能以“全华班”应战。习惯了关
键时刻有外援力挽狂澜，在场上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国内
球员是否做好了挺身而出的心理准备，也需要在比赛中去
检验。 据新华社北京电

千呼万唤中，CBA的复赛
时 间 终 于 敲 定 。 本 赛 季 是
CBA 联赛第 25 个赛季，也是
CBA联盟推动CBA2.0升级计
划后的首个赛季。赛季初期联
赛在收视率、票务等方面均呈
良好态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重启”之后的CBA能
否延续赛季初期的良好态势备
受关注。

中国篮协明确表示，CBA
联赛将严格按照相关预案，要
求所有参赛球队和工作人员遵
守国家和当地疫情防控要求，
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进行。

疫情之下，众多国际体育
赛事或延期或取消，CBA能够
复赛是各方通力合作的结果。

“这里凝聚了很多人的工作，很
多人为此付出了时间。”中国篮
协主席姚明说。

目前 CBA 正在将复赛计
划逐步落地，防疫工作是其中
的重中之重。“简单来说什么地
方应该带口罩，什么地方需要
量体温，我们都需要有一个非
常详细的计划，我们希望这些
都是可控、可追踪、可复制的。”
姚明说。

据了解，CBA复赛的场馆
酒店训练设施的综合体将尽量
封闭管理，降低差旅风险。与
此同时，会尽量限制参与人员
数量，并做到分区、分证、不交
叉。另外，全员多次检测，包括
开赛前两周检测，开赛出发前
检测，到达赛区之后上场之前
再次检测等。

重启的联赛，在保证安全
的 同 时 ，也 要 尽 量 做 到“ 精
彩”。联赛暂停四个多月，已经
有部分CBA球队进行了休假，

球员很长时间没有参加正式比
赛，恢复比赛后能否适应空场
比赛，迅速进入比赛状态，这都
是各队要面临的问题。

按照目前已公布的赛程，
从6月20日到7月4日15天时
间，每支队伍将进行8场比赛，
大致相当于每周 4 场，这样的
强度对于刚刚从长时间无比赛
状态中恢复的球队来说都是考
验。姚明也表示，会为球员们
安排放松活动，帮助他们在场
上保持最好的状态。

另外，在外援使用方面，由
于部分球队外援未能归队，可
能有更多球队无奈选择“全华
班”。按照规则，“全华班”球队
对阵有外籍球员（含亚洲外籍
球员）的球队时，有外籍球员的
球队应执行外籍球员（含亚洲
外籍球员）4 节4 人次，第四节

只能上场1人次的规定。
诸多外援无法到场，势必

对 CBA 的 精 彩 程 度 有 所 影
响。但从另一方面看，本土球
员出场时间的增加，对于挖掘
新人和激发本土球员无疑是一
大利好，当比赛进入关键时刻，
能否有更多的本土球员挺身而
出，也将是CBA复赛后的一大
看点。当越来越多本土球员能
够决定比赛胜负时，联赛整体
水平也将得到提升。

从赛季初的百花齐放，到
疫情期间比赛暂停，再到积极
制定复赛方案恢复比赛，CBA
的这个赛季走过了诸多不寻常
的道路。

要安全，也要精彩。CBA
重启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重
启后的每一步都需要各方通力
合作才能够走好。

复赛之路将如何走？
吴博文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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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从中国舞蹈家协会获悉，第十二
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报名工作近日启动。本届评
奖分为初评、复评、终评，终评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行。
本次评奖共设“舞剧奖”5个，奖项不分等级。

根据中国舞协发布的通知，参评作品要求弘扬民族精
神，把握时代脉搏，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
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关注现实题材。注重舞蹈艺术
的原创性，在主题提炼、内容表达、形式呈现上具有艺术性、
丰富性、创新性，艺术形象鲜明感人。

“荷花奖”舞剧评奖
终评9月举行

据新华社柏林电 6日，2019-2020德甲第
30轮勒沃库森主场2:4不敌拜仁慕尼黑的比赛
刷新两项重要联赛纪录，拜仁球星托马斯·穆勒
以20个助攻刷新德甲单赛季助攻纪录，勒沃库
森17岁小将维尔茨成为德甲历史上最年轻进球
球员。

德甲此前单赛季助攻纪录保持者是
2014-2015赛季效力于沃尔夫斯堡的比利时
球星德布劳内，以及2016-2017赛季效力于莱
比锡的福斯贝里，两人以19次助攻并列第一。
第29轮拜仁5:0大胜杜塞尔多夫后，穆勒的18
个助攻已经创造纪录，德甲历史上还没有人在
第29轮后能够有18个助攻。当日比赛中他分
别向格雷茨卡和莱万多夫斯基再输两枚“炮
弹”，助攻数达到历史新高，领先助攻榜第二名
多特蒙德的桑乔4次。

同时，勒沃库森17岁零34天的小将弗洛
里安·维尔茨在终场前为球队打入一球，成为德
甲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球员。

穆勒刷新德甲
单赛季助攻纪录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从中国曲协获悉，第十一届中国
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汇报演出暨中国曲艺牡丹奖艺术
团“送欢笑”专场演出，日前在苏州举办，大受欢迎。

演出在快板《花唱绕口令》中拉开帷幕。苏州评弹秀
《说唱中华情》，吴侬软语中蕴含时代豪情；绍兴莲花落《家
里人说家里话》，以“唠家常”方式弘扬中华孝道；梅花大鼓
《岁月如歌》，展现原汁原味北方鼓曲韵味；传统独脚戏《剃
头》，将生活小事演绎得滑稽诙谐，让观众忍俊不禁。

曲艺牡丹奖艺术团
“送欢笑”到苏州

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际滑联官网近日公布了2020-
2021赛季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的计划举办地，花滑中国杯
仍旧落户重庆，计划将于11月6日至8日举行，大奖赛总决
赛则定于北京举行，时间是12月10日至13日。

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系列赛包括6站分站赛和一站总
决赛，上赛季中国杯就是在重庆举行。根据国际滑联官网，
新赛季首站比赛是美国站，将于10月23日揭幕，随后依次
是加拿大站、中国站、法国站、俄罗斯站和日本站，最后则是
12月在北京举行的总决赛。

花滑大奖赛中国杯
落户重庆

近日，芝罘区姜家小学以“体育+”形式，通过线上互
动、线下运动、短视频等方式开展以“我运动、我健康、我
快乐”为主题的“云端”运动会，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 通讯员 赵海腾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摄

山东西王队球员王汝恒山东西王队球员王汝恒（（左左））在训练中在训练中。。新华社新华社

姚明就姚明就CBACBA复赛接受采访复赛接受采访。。新华社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