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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49）

“书记镇长都外出开会，果树站王东清站长
在家等你。”牟平区的地形也如栖霞一样呈屋
脊形，中间略高，南北较低，山地和丘陵占
了九成。观水镇在牟平的最西部，与栖霞桃
村接壤，我却是第一次与她见面。也许是因
为老省长委托的缘故，在见面之前，我专门
去拜访了他当年从栖霞带到观水去的技术员
后来成为党委副书记的范国玺。现在，我跟
着导航，从莱山出发，沿着澳柯玛大街，一直
往西就到了福山地界。在福山县级的公路
上，限速和咯咯蹬蹬的水泥路相互结合，想快
也快不了，这样行驶近二十千米，才到观水地
界——路开始好起来，由水泥的变成柏油的
了。虽然道儿不宽，但车不颠了，方向是向着
东南。左面是山，右面是河，我看见车窗外的
外夹河宽敞的河面，河水滔滔，真有一条大河

的样子——一舒服一悠闲，便想起了范
国玺讲的故事来。他说：“谢玉堂带我

到观水来当帮手发展苹果，他只干了一年就调
走了。再说，他干党委书记，我也不能把我遇到
的难题都跟他说，那样不仅不是帮手，倒成了
他的累赘了。”

彼时，我和范国玺坐在牟平安德利花园小
区他家靠门的房间里一张饭桌前，茶水冒着热
气。小区安静。北窗外的天空似乎有些浑浊，
热浪透过玻璃毫不客气地涌进来，范国玺用响
亮的声音伴着空调送给我春秋般的舒适。他
说：“我到观水以后，就把观水的四条夼和西大
泊三个片，共七个片，找苹果基础比较好的村，
选了14个点，以点带面发展苹果。没想到，却
遇到了做梦也没想到的挑战！”

挑战不是来自于某个人，而是来自于旧的
观念，因而往往叫人措手不及。

范国玺后来才知道，当初谢玉堂要带到观
水来的另一个技术员，是叫观水排外势力吓得
不敢来了。这个技术员叫牟洪志，是栖霞东三

叫村的果园队长，听说谢玉堂带他到观水来
上班，十分高兴。离他村不远的蛇窝泊镇东
刑夼村柳玉宝知道了，急匆匆地跑到牟洪志
家来说：“你千万别去，去了得死在观水——
你知道我修剪梨树的技术——西半城书记上
俺家把我请去修剪梨树，我当是好事，头一次
去还行，第二次去，你猜怎么着？公社有个姓
张的技术员，召集了些二八杆子来对付我。
八点钟我一上树，他们就在树下围得满满当
当的；我剪一个枝，他们就问为什么这么剪，
说剪得不对也不好，还有的干脆说：‘别的剪法
比你的好多了’。我这么个老实人，以前到别
处去，人家都是客客气气地接待我，哪里见过
这种阵式，只得硬着头皮在树上应付。我要
下来，他们就起哄，叫我说了熊话再下来，不说
熊话不能下来。这样，我在树上挂了七八个钟
头，直到下午三点，书记领着民兵连长来了，
才叫我下了树。我都虚脱了，下了树，站都站
不住。”

谢玉堂原来打算是叫牟洪志来管乔化大
树、范国玺管发展新果园，牟洪志不来，所有
的任务都压在范国玺一个人身上了。虽然人
们碍着谢玉堂的面子当面不说什么，背地里
却很不服气。有的说，我们都是往外派人的，
不缺技术员，从栖霞一个农村弄个什么技术
员来，管着我们，这不纯粹是欺负咱！也有
的说，会不会摆弄苹果不知道，弄得动静不
少，等着看玩意儿吧。恰好，县林业局由一名

副局长带队，派两个大学生和两个农艺师，到
八甲村驻点，搞苹果样板。八甲有两万多棵苹
果树400亩果园，县里给他们10吨尿素还有
8吨硫酸铵，还有当时最先进的药品氟乙西
铵。而范国玺驻点发展苹果的后半城呢，别
说这么好的农药，就连化肥也是最差的氨
水。而且，八甲这个县林业局的点，不准范国
玺去；县林业局开会，也不叫他去；范国玺办
全公社技术员培训班，八甲村不参加。公社
组织果业大检查，八甲成了范国玺的难题：
连村都进不去，检查什么？！他去请示谢玉
堂，谢玉堂没说去，也没说不去，只说了一句
话：“咱观水可是50个村。”检查那天，县林业
局的那位副局长在小道口一站，不叫进村去
看。范国玺理直气壮地说：“刘局长，观水公
社可是50个村，如果你不叫检查，得把这个
村弄出观水公社去！”

那时的范国玺年轻气盛，浑身是劲，这样说
着，一膀子把局长扛出去，领着全公社100多名
技术员进了果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时苹果属于统购
统销物资，秋天收苹果的大权都在供销社采购
站。老百姓说：“他们比俺爹还爹，跟你要条
鱼，你不给他眼睛转的活鱼都不行。否则，你
的苹果就别想过关！”采购站有个负责苹果生
产的小组，不知是谁使了黑劲，个个月都派人
下来跟范国玺找碴：叶面追肥打尿素，范国玺
叫打三百倍的，他说不对，要打千分之三的。

范国玺没有办法，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宁
肯少说100句，不许自己错一句。说错
一句叫他们抓手里就麻烦了。范国玺叫
后半城全村人刮树皮，治腐烂病，他们说，得了
腐烂病就是死了砍烂了割，用什么福镁砷、平
平加？！

范国玺说：“采购站拿着我当眼中钉，怎么
做都不对。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劲头，心想，一
定要把苹果发展好，给自己争口气，给谢玉堂
脸上争光。我说不讲产量，讲效益。产量不是
决定因素，好苹果和差苹果没法比。1979年
后半城苹果收入8万元，以前年收入2.9万元，
一下子翻了快三倍。这也不行，他们就说，后
半城是杀鸡取蛋，让人哭笑不得。除了后半
城，其他 14 个村的苹果收益增幅都超过了
80％，达到了最佳增产幅度。他们就说，不光
后半城，这些村都是杀鸡取蛋。八甲呢，1978
年的收入是3.2万元，1979年是4.16万元。可
是，老百姓不管那一套，讲究吹糠见米。1979
年，后半城6个生产队，每个队多分了9000元，
劳动日增加了两毛钱。各个村都争着叫我去驻
点。”

回想起当年，范国玺并无
怨言，也不记恨那些给他“上
眼药”的人，甚至有些感激他
们。事物没有对立面，就不会
推动发展，就像垒墙一样，一面
墙垒不起来。（未完待续）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
讯员 蒋言芳 侯亚丽 摄影报道）“画不够
她的地也生辉天也生霞，爱不够丘祖故里我
的家！画不够她的春夏秋冬四季如画，爱不
够苹果之都我的栖霞”……7月31日晚的滨
海广场，被一首首动听的栖霞原创歌曲萦绕
着。作为唯一一个参与第二届烟台之夏海岸
音乐汇演出的县级市，栖霞市在滨海广场举
办了“苹果之都 甜美栖霞”原创歌曲演唱会。

该演唱会由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市文
化和旅游局主办，栖霞市委宣传部、栖霞市
文化和旅游局、栖霞市教育和体育局承办，
栖霞市文化馆协办。

演唱会分“遇见栖霞”“甜美栖霞”“爱上
栖霞”“奋进栖霞”四个部分，来自栖霞当地
的文艺工作者为港城市民倾情演唱了《印象
栖霞》《遇见栖霞》《苹果乡》《这就是栖霞》等
10余首原创歌曲，唱出了浓郁的家乡情，更
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以及对
美好生活和家乡烟台的祝福。

据了解，这些歌曲大多创作于 2019
年。去年年初，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栖霞市的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栖霞市委宣传部、栖霞市

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开展了“爱我祖国，唱响
栖霞”首届栖霞市原创歌曲歌词征集活动，
共收到来自省内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首应征作
品。在经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后，活动最终
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这就是栖霞》《遇见栖霞》等作品被栖霞当地
文艺工作者谱曲成歌，并先后于第十八届山
东栖霞苹果艺术节举办期间和今年“七一”面
向栖霞群众进行了公开演唱。

本次原创歌曲歌词征集活动是该市第
一次全网推广的音乐作品征集活动，有力彰

显了栖霞深厚的文化底蕴。栖霞历史悠久、
人杰地灵，风景秀美、民风淳朴，拥有丰富的
农耕、道家、民俗、红色、生态、苹果等特色文
化资源，享有“中国文学之乡”“中国苹果之
都”“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美誉。

近年来，栖霞市宣传文化旅游工作日新
月异，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苹果艺术节、
社区文化节、群众文化节、燕九节、邻居节等
节庆活动持续开展，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该市文艺创作硕果累累，除在国家及省
级报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外，还先后创作、
拍摄了电视剧《牟氏庄园》《好雨知时节》、电

影《苹果村的苹果事儿》《苹果村的喜事儿》
《决不言弃》《咱村的消防队》《姑娘》、吕剧微
电影《牟二黑子传奇之戏说斗富》《牟二黑
子传奇之戏说方便》、纪录片《砂大碗》等
30多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优秀影视作
品。其中，电影《苹果村的苹果事儿》、纪录
片《砂大碗》还分别荣获2016年度和2017
年度山东省文艺界最高奖项——泰山文艺
奖；根据《苹果村的苹果事儿》改编而成并
在栖霞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好雨知时节》则
入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脱贫攻坚题材重点
剧目。

栖霞原创歌曲演唱会唱响滨海广场
为本届烟台之夏海岸音乐汇唯一县市区专场

据新华社青岛电 2019-2020 赛季
CBA四分之一决赛2日拉开战幕，在率先
结束的一场较量中，实力强大的联赛“领头
羊”广东队以110：88轻取青岛队，杀入半
决赛。

广东队主将易建联本场火力全开，全
场完成7次扣篮，拿到全场最高25分，不过
他在第四节腿部受伤，返回更衣室后再未
回到场上。

广东队此役并未发挥出顶尖水准，三
分线外33投仅有6中，命中率只有不到
20%，而青岛队则打出了42.9%的三分球
命中率。不过广东队在防守端一如既往地
强悍，篮板球以55：41占据绝对上风，并造

成了青岛队全场多达24次的失误。
大面积伤病让实力本来就处于下风的

青岛队雪上加霜，刘传兴、张骋宇、林韦翰等
队员均因伤无法登场。广东队开场之后虽
然进入状态较慢，但青岛队进攻端面临的问
题更为明显，广东队以28：14领先结束首
节。次节开始后，青岛队一度将分差缩小到
6分，但易建联此时发威，率队用连续的进攻
冲垮了青岛队的防线。在杜润旺命中一记
三分球后，广东队将分差扩大到20分以上。

下半场进程波澜不惊，青岛队虽然在
外线偶有闪光表现，但广东队阵脚未乱，最
终以22分的分差收获胜利。

广东队后卫赵睿拿到20分、7次助攻

和4次抢断的优秀数据。威姆斯和杜润旺
各取15分。

对于球队本场表现，杜锋表示：“现在
是季后赛，大家很专注、很谨慎，所以在处
理球方面会有些犹豫的情况，后面比赛大
家状态应该会好一些。”

青岛队王庆明三分球8投6中，拿到全
队最高的22分。

青岛队结束了本赛季征程，主教练吴
庆龙总结道：“这个赛季比较艰难，大家很
辛苦，能打到这个成绩很不容易，好在最后
依靠球员的支持走过来了。下一段我们会
先调整一段时间，进行总结，然后备战下一
个赛季。”

广东率先杀入CBA半决赛

据新华社成都电 记者 2 日获悉，以
2021成都大运会为主题的院线电影《成都
故事2021》将于8月4日在成都市龙泉驿区
开机拍摄。

据了解，电影以成都大运会为背景，结合
成都风土人情，通过剧中人物雷晓蕊、万锦
鹏、陈霓贝珊等青年在2021年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前夕参加大运会引导员选拔和最后
入围的励志故事，以及选拔赛中起伏跌宕
的个人经历，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向
上、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从而宣传大
运会和成都。

《成都故事2021》由青年导演刘全玮
执导，高旭帆编剧，马可、“提剑丢垃圾女

孩”凌云领衔主演，将于 2021 年第 31 届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在全国院线公
映。

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于2021
年8月18日至29日在成都举行，届时将有
来自约170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名运动
员参赛。

成都大运会主题电影明日开机

广东队球员易建联（右）在比
赛中投篮。 新华社

据新华社伦敦电 中国头号球手丁俊晖1日尽管始终
保持局分领先，但最终打满19局才淘汰首轮老将马克·金，
收获斯诺克世锦赛16强席位。

丁俊晖凭借世界前16的排名直接晋级正赛，在7月31
日的首节较量中，他以5:4领先从资格赛惊艳晋级的选手马
克·金。8月1日两人继续对决，丁俊晖被对手从5:5追到7:
7，而后连赢两局迎来“赛点”。尽管46岁的马克顽强地回敬
两局再次追平，33岁的丁俊晖沉着应战最终拿下决胜局。

斯诺克赛季因新冠肺炎疫情停摆后，丁俊晖返回中国，
等赛事恢复后还曾选择放弃6月的巡回赛锦标赛。为了在
世锦赛上“回归”，他抵达谢菲尔德后先进行了14天的隔
离，随后为世锦赛备战了八、九天。

“5个月没比赛，我也不确定自己在缺乏练习的情况下
是否能发挥好，我只能尽力。”他在接受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官网采访时说。下轮对阵“火箭”奥沙利文和泰国选手塔猜
亚之间的胜者，丁俊晖表示期待自己能有更好表现，“无论
对手是谁，我都想赢”。

斯诺克世锦赛
丁俊晖险闯首关

据新华社伦敦电 奥巴梅扬1日在温布利球场独中两
元，帮助阿森纳队后来居上2:1战胜切尔西队，捧得英足总
杯冠军奖杯。

两支伦敦同城球队相遇，切尔西开场5分钟即取得领
先。美国人普利西奇禁区内接法国前锋吉鲁的妙传破门，帮
助“蓝军”实现完美开局。不过，阿森纳第28分钟凭借奥巴
马扬自创自罚的点球将比分扳成1:1平，两队上半场未分高
下。易边再战，上半场已有队长阿斯皮利奎塔伤退的切尔西
再遭打击，普利西奇冲入禁区内射门一刻拉伤腿筋，只得下
场。阿森纳趁势压上，在第67分钟由奥巴梅扬再下一城。
切尔西随后因一人被罚下场更加被动，最终1:2落败。

尽管“兵工厂”本赛季英超战绩不佳，仅排名第八，但他
们在足总杯赛场创纪录地第14次捧杯。

阿森纳
夺足总杯冠军

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家京剧院与湖北省京剧院联合全
国兄弟院团将举办“京剧的夏天——全国京剧院团线上抗
疫展演月”。

8月8日至9月4日每晚19点30分，26部优秀剧目、2
场名家名段演唱会将陆续在学习强国平台、快手平台上线。

据相关单位介绍，此次展演集结了全国16家院团、众
多京剧艺术家，旨在以京剧艺术作品向奋战在一线的医务
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及无数默默坚守在本职岗位的平凡英
雄表示崇高敬意。26部剧目中，既有《党的女儿》《在路上》
《赵一曼》《杨靖宇》《华子良》《闻一多》《布依女人》等现代京
剧，又有《龙凤呈祥》《穆桂英挂帅》《九江口》《秦香莲》等优
秀传统剧，以及《廉吏于成龙》《大漠苏武》《成败萧何》等新
编历史剧。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行当齐全，流派纷呈。

8月8日和9月4日的两场名家名段演唱会上，尚长
荣、刘长瑜、叶少兰、朱世慧、赵葆秀、谭孝曾、邓沐玮、王平、
于魁智、李胜素、张建国、孟广禄、王蓉蓉等京剧名家将组成
强大阵容，为观众献上国粹盛宴。

全国京剧院团
抗疫展演将上线

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昨日，在2020 赛季中超第一阶段（苏州赛
区）第二轮比赛中，河北华夏幸福队以0比4不
敌上海上港队。图为河北华夏幸福队球员刘径
（左）在比赛中防守上海上港队球员里卡多·洛
佩斯。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