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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连载之39）

陈述先是何等的冰雪聪明，看到背后有人
指指点点，就知道人们的旧思想旧观念在作怪
了。他扶扶眼镜，笑笑。

下雹子那天，陈述先正在会议室里听各个
片长汇报情况，一起研究怎样尽快摘掉落后帽
子。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得多种花生，“地瓜
当家，花生赶集”嘛；有的说得多养猪，一头猪能
折腾一两百块，顶一亩花生还拐弯，更重要的是
猪多粪多粮就多；也有的说远水不解近渴，发动
组织手工业，办企业来钱快。陈述先觉得这些
办法都有道理，但都是过去老路上跑的车。他
从会议室里出来上大院里的卫生间，一出门，就
见乌云像头黑狮子一样，乌压压地从西北面跑
过来。云头上先是带着红的颜色，继而面皮大
变；还没等说几句话的空档儿，天上的响雷咔嚓

嚓地掉到地上来，轰隆隆地响着的时候，
劈头盖脸的大冰雹如鸡蛋一般从天上砸

下来。天空贼亮贼亮，地上砸的白花四溅。陈
述先一时反应不过来：天灾！

雹灾过后，他马上把公社干部进行分工，全
部下去抗灾救灾。陈述先走到哪个村，哪个村
的书记都哭丧着脸。陈述先感觉有千斤重担压
在自己身上。这时的天比什么时候都蓝，仿佛
是秋高气爽的样子，白云在天上自由自在的游
荡，正在向陈述先发出微微的笑意。陈述先几
天前还踌躇满志的心情，开始跌落又起伏。他
从县里到寺口报到的那天的公社干部见面会
上，大家告诉他，陈书记真是好运气，去冬公社
开总结大会，说要摘掉落后帽子。小麦是粮食
中最值钱的，因此，全公社各个村从小麦播种开
始就抓肥水，冬季浇了封冻水，开春又浇返青
水，家家户户攒的有机肥，绝大部分用在小麦大
田里。陈述先也看到，一走进寺口公社的地界，
小麦长的叶子是深绿的，一眼就能看出肥料十

分足的傲气。他也觉得自己摊上了个好时机，
然而，用农村的老话说：“灶口旮旯还没踏巴
遍”，老天爷就跟他来作对了。别看陈述先是书
生出身，却有不说熊话的骨头架子。如果没有
这点骨气，他根本不敢接寺口公社倒数第一个
这瓷器活！

冰雹噼里啪啦往下砸的时候，县委领导就
来了电话。灾情上报以后，不久，全国都伸出了
援助之手。陈述先使出了浑身解数，总算和党
委一班人领着全公社将雹灾的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这当然与县委领导的关心和指示分不开。
县委领导第一时间就到了寺口，如今向县委打
抗灾报告，陈述先觉得，不应该光说泄气话，更
应该有点豪气在里面。

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陈述先感觉秘书
向县委的报告，很符合实际和自已的想法。他
在报告上签了字，然后又随手把报告翻了翻，倏
然，他看到了朱红的刻着镰刀斧头图样的“中共
寺口公社委员会”的大红印章，一股强烈的力量
从胸口冲击而来：“只要领导相信我，我会叫寺
口从全县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一。”

这是他向县委领导立下的军令状！千理由
万理由，兑现才是真理由。他下意识地抬起头
来，看着办公室北墙上玻璃框里的毛主席语录：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陈述先的办公室，就挨着党委办公室。他
走到大院里的时候，黄昏已经在天边表演着红

云彩的节目，人们以为他要下班了，没想到，他
竟然叫秘书跟他一起出去走走。秘书提醒说：

“陈书记，天都快黑了。”
“不走远，就上寺口村，你打个电话，叫他们

到村委去。”陈述先口气温和的说。
“好，马上。”秘书感觉到陈书记正在进行一

项重大的决策，顺手拿起电话。
陈述先和秘书两人骑上自行车，一前一后

地沿着街巷，往寺口村委办公室奔去。沿街的
老百姓，眼睁睁地盯着他俩骑过来，马上让道，
然后一直望着他俩的背影叹着气说：“再有本事
的人，老天爷不助你，也是白忙活。”

“陈书记，我们知道你比俺心里还难受，这
不是咱们领导的错，老天要绝咱的路，咱有什么
办法？”寺口村的书记见陈述先傍晚来了，知道
他心里着急，安慰他说：“好在您领导抗灾有方，
损失减到最低，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你估计，今年的分配，人均能比去年少什
么数？”陈述先没有接寺口村书记的话茬，却把
话头拐到雹灾以外。

村书记心头一楞，这陈书记卖的什么药，不
管雹灾，倒问起村里年底分配情况了。知道陈
述先考虑得更远，便实打实地说：“俺村虽然小
麦全完了，可是人均分配影响不会太大。你知
道，俺村主要是靠苹果，小麦不过是个配角。”

陈述先把全公社40个村全跑了一遍，除了
寺口、汪家沟、唐家店几个有苹果的村以外，那

些靠“地瓜当家，花生赶集”的村，个个村
的书记都束手无策，说法都一样，天灾人
祸，只能尽最大努力想办法补救吧。而那
几个有苹果的村，虽然也是想办法抗灾，但心态
却轻松得多。人们的脸上并没有露出绝望的表
情。陈述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领导干部，思
考问题的方式缜密而扎实，他所有的决策总是
滴水不漏。他从这场大灾中，看到了领着老百
姓致富再走过去那种从花生里榨油的路子是条
死胡同，发展苹果才是一条金光大道。他算过
一笔账，一亩果等于十亩粮油的收入！那时，寺
口栽的苹果还不多，全公社不到几百亩，都集中
在那三四个村。这些村，自然条件较好，而且苹
果大都栽在好地里。陈述先想叫全公社村村栽
苹果，“苹果就是摇钱树！”陈述先敢肯定自已调
查研究的结论，可他不敢打保条，说村村都能栽
苹果。兔子不拉屎的山地，长庄稼都像豆芽菜
一样，小狗尾巴草都黄黄的，吹一吹能连根拔起
来，那二指深的砂粒土，苹果树能扎下根去吗？
他虽然做过那种浪漫的梦，漫山遍野都是苹果
树，树叶通绿通绿的，花儿开得白白的还带着红
心红边，蜜蜂来采蜜；大苹果
有红的，有绿的，都有拳头大，
咬一口，甜得往心里去；供销
社果品站的伙计们开着拖拉
机，挨个村去收购，果农脸上
笑开了花。 （未完待续）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继复工、
复产后，复赛成为体育界和体育迷的强烈愿
望。CBA是全国首个复赛的大型体育赛
事，目前20支球队正在青岛进行复赛第二
阶段的比拼。为做好疫情防控，CBA复赛
后的比赛全部是空场进行。

没有了现场观众的加油喝彩，赛场激情
还能否被点燃？

记者在CBA复赛第二阶段进入青岛红
岛赛区采访，走进能容纳1.5万人的青岛市
民健身中心体育馆，看到高低错落的观众席
上空无一人，感觉确实有些冷清。

但随着比赛哨声响起，在现场音乐和
解说的烘托下，顿时又让人感到，熟悉的
CBA终于回来了！虽然是赛会制，但CBA
公司依然确定了主客场，主场球队的队标
会出现在覆盖观众席的帆布上，主场球队
的加油标语也会出现在球员进出通道，极

力体现主场氛围。
现场音乐同样是选择主场球队熟悉的

音乐，解说不时为主队进球呐喊助威，并播
放“云掌声”。在比赛间隙，球场正中间的大
屏幕上也会播放主队球迷录制的加油短视
频。

虽然是空场，但现场却有不少特别的
“观众”，包括“虚拟观众”和“云观众”。

赛事组委会不仅在观众席两侧堆放了
大大小小的布偶玩具，还在一些座席上贴了
球迷的名字。在青岛崂山赛区，赛事组委会
将20支队伍的主客场球衣、各个时期的国
家队队服等套在座椅上。大屏幕上还会展
示正在观看比赛网络直播的球迷的实时画
面，出现在屏幕正中间的球迷往往拿着主队
球衣，为球队“云助威”。

高考期间，CBA联赛将7月7日、8日
确立为“高考主题日”，邀请艺人刘令姿、曾

可妮探营并现场演唱高考主题 MV《候
鸟》，为莘莘学子加油，同时也活跃了赛场
氛围。

为做好疫情防控，CBA复赛后没有拉
拉队现场表演，但在暂停或者中场休息时，
大屏幕会播出此前主场球队的拉拉队表演
视频和他们熟悉的主场球馆画面，让主队仿
佛进入“云主场”。

由于没有观众，替补球员和教练组就主
动承担起观众角色，为球队的精彩进攻呐喊
和助威，特别是马布里率领的北控队的呐喊
声尤为响亮。

对于没有观众，球员和教练又怎么看
呢？北京队球员方硕说：“我觉得现场气氛
很好，很像我们的主场，包括我们自己的音
乐还有进球后的加油，都和北京的主场一
样。”

福建队球员王哲林说：“一开始肯定不

太适应没有观众，经过第一阶段比赛，现在
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在场边时，也会大声
为场上队友喝彩鼓劲，这样他们会更有激
情！”

福建队主教练凯撒说，这座球馆非常
大，没有观众确实有点可惜。但有很多球迷
都在通过网络和电视关注比赛，相信他们一
定会很享受球队的胜利。

还有部分球员表示，在进入CBA联赛
之前，很多比赛也是没有观众或者观众很
少，能适应这种氛围。但关键时刻，感觉主
场氛围还是差了一些。

八一队主帅王治郅表示，其实训练中的
比赛都是空场，像八一队和北京首钢、北京
北控打教学比赛也是空场。只要是比赛就
有输赢，大家上场都不想输、想赢，这就是球
员的兴奋点。

新华社青岛电

没有观众，赛场激情何处寻？
——CBA复赛近距离观察

新华社北京电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曹文轩推出新
作“侠鸟传奇”系列图书，近日已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出版。

该系列图书为“中国风”绘本故事，包括《乌雀镇保卫战》《拯
救渔翁》《怎么对付一只鹰》《偷走娃娃的人》《黑猫》《外婆树》
等。书中的主角哇哇是一只住在江南水乡的漂亮大鸟，它锄强
扶弱、爱交朋友，富有侠义精神。曹文轩表示，希望通过这一具
有英雄主义的童话形象，让小读者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
的精神价值。

曹文轩代表作有《草房子》《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
等，2016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作家。

作家曹文轩
推出新作“侠鸟传奇”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从故宫博物院获悉，《故宫博物院（二）》
特种邮票定于7月11日发行。该特种邮票一套4枚，小型张1
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金水桥、中和殿、乾清宫、千秋亭，小
型张图案为故宫博物院平面示意图。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平面示
意图首次被邮票选用。

据介绍，《故宫博物院（二）》特种邮票由中国邮政发行，全套
邮票面值为11.40元。

故宫博物院表示，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又是故宫博物
院成立95周年，故宫博物院将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故宫博物院平面图
首次“亮相”邮票

新华社沈阳电 11日上午，辽宁男篮新任教练组组长杨鸣
从沈阳乘飞机出发前往青岛与球队会合。杨鸣抵达后将先进行
检测隔离，最快要13日才能正式亮相赛场。

辽宁男篮6月28日宣布郭士强辞职后，任命杨鸣为教练组
组长，行使主教练权力。彼时身在辽宁的杨鸣按照复赛疫情防
控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测和隔离后，今日才得以前往青岛与
球队会合。杨鸣在机场透露，他目前还没有教练证。在这种情
况下，球队助教马丁内斯可能会和最近几场比赛一样，担任场边
指挥的工作。

1985年出生的杨鸣职业生涯15个赛季全部在辽篮度过，
为球队出战565场比赛，至今保持着辽篮最多出场次数的纪录。

杨鸣急赴青岛
会合辽宁男篮

新华社马德里电 效力于西班牙人队的
中国球员武磊10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封致
球迷的公开信。信中他回顾了加盟西班牙
人俱乐部以来的种种感受，并表示球队将共
同为早日重返西甲而努力。

西甲积分榜垫底的西班牙人在联赛第
35轮客场0:1不敌巴塞罗那后，提前三轮降
入乙级。这是这支西班牙老牌球队历史上
第五次降级。武磊承认，这是“一个糟糕的

赛季”。但他强调，不管球队成绩如何，西
班牙人球迷“永远在我们的身后呐喊”，这
种热情令人感动。

武磊还在信中肯定，西班牙人这支球队
令他感受到了“强大的归属感”：“从我来到
球队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受到了更衣室的
氛围，我们是一支团结、谦虚、积极、进取的
团队，我感谢所有人对我的帮助，还有教练、
队友、工作人员对我的信任！蓝白色的鹦鹉

已经深深地在我心里。”
另一方面，武磊也表示，球队现在“需要

为了重新回到顶级联赛而努力”，“希望我们
早日能在埃尔普拉特球场一起庆祝下一次
胜利的到来”。他说：“所有人，球员、工作人
员、球迷，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我们
的目标永远一致！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回到
西甲，加油，西班牙人！”

在公开信的最后，武磊指出，中国足球

与欧洲足球相比少了一些信仰和底蕴，“要
进步的地方实在有很多”。他说：“当大家谈
论我应该，或者不应该去哪的时候，我想我
们有时太过于自信，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们
的不自信。我想，当有朝一日，人们不再谈
论一个中国球员是该踢欧洲主流联赛，或者
次级别联赛的时候，当欧洲各个国家各个级
别的赛场上都有中国球员奔跑的身影的时
候，中国足球才会打心底里真正自信起来！”

武磊微博致信球迷——

“相信我们很快会回到西甲”
新华社首尔电 国际乒联11日宣布再次推迟2020世界乒

乓球团体锦标赛的举办日期，赛事暂定于2021年2月28日至3
月7日在韩国釜山举办。

声明表示，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10日再次召开会议，就新
冠肺炎疫情最新形势展开讨论，并在与各主要利益相关方商讨
之后，做出上述决定。

受疫情影响，今年2月国际乒联决定将原定于3月22日至
29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延期至今年6月
21日开幕，后于4月宣布再次推迟赛事至今年9月27日开幕。

国际乒联宣布
2020世乒赛明年举办

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
举重协会消息，中国举
重队在结束了短暂的休
整后，目前已经在安徽
石关训练基地开启夏训
征程。

中国举重队从年初
至今先后在北京、宁波
进行训练，宁波转训结
束后全队短暂休整了两
个星期，近期在地处皖
西南大别山腹地的石关
训练基地集结，正式开
启夏训。包括奥运冠军
吕小军、邓薇在内的大
部分国家队主力都已抵
达石关，还有一小部分
主力留在宁波夏训，中
国队计划在石关训练到
八月底。

中国举重协会方面
表示，长期进行单一化
体能训练难免疲劳和枯
燥，队伍创新训练思维，
将体能训练更加细化和
功能化，突出趣味性和
难度晋阶指标，帮助队
员们真正把体能练到实
处。目前中国队的体能
训练以强化核心力量为

目标，增加了协调性、柔韧性训练。
石关训练基地是中国举重队的“福

地”，中国队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赛前
就来到石关训练，自此几乎每年都来石关
进行夏训。这里绿树成荫，日平均最高气
温25摄氏度，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非
常适合运动员在炎热的夏季维持大强度大
运动量的训练。

中
国
举
重
队
开
始
夏
训

7月11日，辽宁本钢队球员韩德君（前左）在比赛中突破。
当日，在山东青岛举行的2019-2020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复赛第二阶段（崂山赛区）比赛中，辽宁本钢队

以123比98战胜山东西王队。 新华社

集邮爱好者展示《故宫博物院（二）》特种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