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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52）

“1984年，全面实行了镇长负责制，但在
1983年就已经实际上实行了。镇财政所往外
拿钱，必须由镇长签字，否则就不能给你支付。
当时的镇长是王京国，他最早在高陵园艺场工
作，1957年这里就引进了黄富士，就是不结
果。后来他调到院格庄镇干镇长，又从院格庄
到了观水任镇长。他有了黄富士的教训，出于
好心，坚决反对种红富士。”

但是，镇长的态度范国玺并不知道。他问
财政所，人家只说，镇长不签字，我们不能付
钱。并把话扔过来说：“王镇长叫老范他两口子
在那里看着吧！”

范国玺返回观水，找到党委书记问原因，书
记说：“富士苹果不结果！”

“怎么还能不结果，我叫它两年就结果！”范
国玺带着情绪说：“再说，钱也不是镇里的！”

话说到这份儿上，镇长也没法拦他。
范国玺说，这样观水全镇几乎村村都种上

了红富士。到1986年，观水的红富士占全国总
产量的三分之一。当时，苹果只上到三分之一
的色，就有人来抢，七五的，一斤都卖四块六，钱
和拣来的一样。《烟台果树》杂志的张英，跟现在
市苹果协会会长姜中武结婚，说：“中武啊，你不
能弄个红富士苹果给俺看看？”全所18个人，都
到观水来要红富士。全国送礼的，都到观水来
买红富士。我给了谢玉堂一箱红富士，后来听
说，他不舍得吃，准备拿出去当样品，儿子不知
道吃了一个，都叫他好一顿训，可想那时红富士
多金贵。

我问范国玺，你怎么敢保证红富士能结
果？他给我揭示了自己那点技术秘密。

原来，他是个有心人，早就弄明白了黄富士
不结果是管理上有问题。栖霞有名的三大苹
果产区，一个是丰粟，是青香蕉的主打；一个是
观里，是大国光的主打；一个是东三叫，是小国
光当家。他第一次在烟台看见黄富士，越看越

像大国光，不像小国光，就觉得它就是大国光
杂交的，因为在日本国光不分大小。既然是大
国光杂交的，就不能像我们那样按照小国光的
剪法，市果树研究所全部以小国光的短截法，
把富士都扒扒死了，那不是让人给武大郎打
工，勾勾着腰干活，能给你结果才怪呢？！范国
玺早就在毛草地里做试验——观水有个村子，
早些年在东北引进一些普通富士。范国玺就
按照大国光的修剪方法，以疏为主，一个枝不
短截。从1980年冬到1981年春，形成了一套
红富士的修剪技术，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苹果量化模式修剪技术”。这项技术在全镇
普栽红富士后，显示了十分好的效果。为解
决小国光改种红富士几年没收入和接穗的不
足，范国玺根据当年学习的大学教科书上倒干
嫁接法，就是把主干锯倒，留一部分树皮连在
一起，在锯的茬口边的树皮里嫁接新接穗，想
办法改进成了“倾干嫁接”的新方法。就是把
树干部分锯一块弧形去掉，让树倒下，沿 着
锯的边缘嫁接新接穗。他给了个说法，叫闺女
和妈妈，搭床腿生孩子！乔改矮、劣改优、稀改
密！这办法一石三鸟。跟种植户签合同，长不
好，范国玺赔。1984年，他进行了示范，1985年
扩大试点，很快得到了推广，老树继续结果，新树
也发了芽……老百姓的难题解决了，都笑哈哈地
说真行，连那些当年瞧不起范国玺的人，见了他
的面也笑容满面，背地里说：“不服不行，老范就是
有两下子。”

“真有两下子还是假有两下子，今天我到了
观水就知道了。”我心里这样想着，扫一眼外夹
河湍急的河水，打着漩涡冲得河边的水潭一摇
一摆的，不由自主地踩了一脚油门，我的汽车有
些不满意轰地一声向前蹿去，仿佛是说，你怎
么还这样容易冲动。眼前，我看见了观水，观水
就在眼前不远处跟我招手。

从牟平到桃村的公路是从观水村中间东西
横穿而过。大街宽敞而洁净，四野的葱青让人
感觉风吹着都带着田野的清爽。街头分布着酒
店和商店，阳光直射着街北，直到正午仍然给街
南的建筑留着投影。镇政府的大楼就在大街靠
东头的向阳面，院子里一行行黑与灰、红与白
穿插的私家车整齐地摆放，显示着自信和气
派，映照得办公大楼更加有威信。三楼镇果树
站的办公室也别具一格，在门外就挂着各样的
告示，其中有一个是抽查检测果品质量的标
准。果树站的王会计请我坐在靠东墙的沙发
上，对我说：“王站长一直在这儿等你，刚出去
办事。”说着就打电话说我来了，不一会儿，王
东清站长匆匆回来了。

寒暄过后，是照例的采访套路——他是牟
平王格庄镇人，今年46岁，在观水镇工作约20
年，毕业于烟台农校蔬菜专业，到了镇里后，就
干计划生育工作，2005年才干自己学的专业当
上站长的。他说全镇苹果不到十万亩，这几年
苹果不值钱，老树都伐了，立了新树。他这样开
了个头，就把副站长黄启宝推出来说：“搞果树

我是外行，真正的内行是他。”今年53岁的
黄启宝是与观水相邻的埠西头村人，在
烟台农校学的果树专业，1989年毕业后就
到埠西头镇干技术员，2000年埠西头镇合并到
观水镇，他才来到观水。他坐在王东清的椅子
上，后窗外面是一个空旷的大院，透过玻璃窗可
以看到村远处的苹果园和远山的身形。他说，
2017年牟平区农业局下来搞生态农业调查，其
中一项就是苹果生产，只是当时没有把材料保
存下来，如果保存下来，这样就省事了。我跟
他说：“我这次来，了解数字是次要的，主要是
了解改革开放以来观水苹果的发展情况和果农
的生活故事，最好有鲜明生动的形象。”

我让他讲故事，他说：“我到观水这边来得
晚，对前面的苹果事，也不是太清楚。观水这边
发展苹果早，我们埠西头那边认识得晚。我在
埠西头镇的时候，请观水镇的上寺口村书记到
埠西头给全镇支部书记做报告，讲种苹果的收
益和好处，动员全镇发展苹果。但仍有人不愿
意，怕种了苹果没粮吃。那时还交公粮，谁栽了
苹果得拿粮食差价款。我家弟兄三个，我是老
小，1984年集体分地，直到1994年，我才给俺
二哥在麦地里种了三亩红富
士，1998、1999年结果了，也没
有人来收，只好拉着到几十里
外的栖霞唐家泊镇去，那里有
收红富士的。”

（未完待续）

据新华社北京电 随着北京冬奥会脚步
越来越近，可持续理念充分融入场馆设计、
建设、运营等各个层面。在“双奥场馆”国家
游泳中心，一个小更衣间里就有“大文章”。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正通过“水冰转
换”技术成为北京冬奥会冰壶和轮椅冰壶项
目比赛场馆“冰立方”。由于赛后要实现“水
立方”“冰立方”两种业态常态切换，这要求
场馆改造工作具有前瞻视野，避免后期大量
拆改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冰壶项目参赛人员多、携带装备多，北
京冬奥会赛时，国家游泳中心预计为100多
名中外运动员提供更衣场地。如果“冰立
方”为此建成大量永久性更衣间，那么切换
到“水立方”功能时，这些配套设施很难得到
充分利用。

国家游泳中心工作人员想到一个解决
方案：在建设必要的永久性更衣间之外，改
造一批集装箱式更衣间“灵活补位”。它们

“哪里需要哪里搬”，无论室内室外，硬质路
面还是草坪都能适用；实现模块拼接，规模
形状任意组合；搬运便捷，可以“快闪”，也可
以通过角柱支撑系统无痕“退出”。

记者在建成的集装箱式更衣间看到，虽
然30平方米的空间装修得朴实无华，但科技
含量不低。墙板是在集装箱框架内加了一
层带有航空级别铝板的木板，铝板冬天可以
自发热，相当于把家里的“地暖”立到墙上，
当然屋里也有空调；百叶窗有电动开闭和升
降功能，打开时给予运动员良好视野，关闭
时保护个人隐私，还能沟通战术；盥洗室按
照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准一起设计，轮椅

可以“平进平出”，马桶、洗手池、喷淋设施简
单好用。看到这些，冰壶世界冠军、北京冬
奥组委冰壶项目竞赛主任王冰玉感叹“麻雀
虽小但五脏俱全”。

经过改造的更衣间面貌一新，记者在墙
壁上发现一张记录它们“前世今生”的“身份
证”。“CN WEN 温州 28°01'N 120°
39'E、ES VLN 瓦伦西亚 39°27'N 0°
20'W ……”下面还写着一行字：“此组货柜
曾在世界不同的港口服役，最终它们坐落在
这里。经过设计与再利用，以可持续的方式
继续为我们服务。”

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奇勇说，经测
算，单个集装箱更衣间的改造价比单个新建
更衣间节省近5万元，且免去赛后拆除成本，
维护成本更加可控。“变废为宝，可以多‘服

役’10年以上。”他说。
赛时作为更衣室，赛后怎么用？还有更

好玩的。在国家游泳中心北广场，记者看到
一个用集装箱改成的自助咖啡厅。咖啡厅
设计者刘兵现场请王冰玉喝了一杯咖啡。
他打开手机微信，扫描集装箱门上的二维码
选择购买，铁门随即打开，走进屋内，电视、
空调等设施一应俱全，一杯热腾腾的拿铁几
十秒便制作完成。

“这还不是集装箱赛后的唯一用途，它
还可以变成冬奥特许商品销售亭、安保用
房、物品临时寄存处、消防办公室……”国家
游泳中心业主单位北京国资公司副总裁、国
家速滑馆董事长武晓南卖了个“关子”。他
透露，这些集装箱还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南广场出现，具体变成啥？2022见！

冬奥更衣间里“有秘密”

已经进入职业生涯暮年的易建联，在近10年
内依然是中国篮球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姚明退
役后，中国篮球人才库逐渐凋零，在国际赛场上的
竞争力也逐渐下降。在2008年主场奥运会取下第
八名佳绩后，中国男篮就再也未在奥运会上拿到一
场胜利。

易建联依然骁勇，一名驰骋沙场接近20年的
老将继续留在联赛顶尖水准，担纲国家队核心，证
明了他本人的优秀与自律。不过，从另一个角度
看，长时间内易建联在国内遇不到敌手，侧面上反
映了中国篮球顶尖人才缺失的现状。

因为疫情原因，本赛季CBA复赛后有超过半
数的球队选择使用“全华班”，摆脱了对外援的依赖
后，本土球员发挥出了令人欣喜的潜力，为中国篮
球的传承展现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队中没有外援的情况下，24岁的周琦责无旁
贷地扮演了新疆队中流砥柱的角色，四分之一决赛
面对拥有双外援的北控队，新疆队稳扎稳打，周琦
拿到27分和12个篮板，率队顺利杀入四强。

本赛季，周琦俨然已成为新疆队攻防体系的中
轴，并多次在关键时刻打出强硬表现，帮助球队牢
牢锁定常规赛第二的席位。本赛季，周琦场均砍下
22.2分、13.3个篮板、2次助攻和2.3次封盖，各项数
据均略高于易建联。在本赛季的MVP评选中，周
琦也仅以1分的微弱差距落败。随着周琦的日益
成熟，他在联赛中的统治力也有望进一步提升。

季后赛中，同样是全华班出战的浙江稠州队也
打出了让人惊艳的表现，面对劲敌辽宁，主将吴前个
人狂揽48分，几乎以一己之力率队掀翻对手。在那
场比赛中，辽宁队整条后卫线从比赛一开始就全力
盯防吴前，赵继伟、高诗岩、郭艾伦轮番上阵，但吴前
全场发挥稳定，在最后一节体力透支的情况下依然
能够稳稳命中三分，彰显出了极强的抗压能力。

赛后，浙江队主教练刘维伟对吴前的表现大加
赞赏，他说：“吴前本场的表现非常出色，这场对方
重点‘照顾’吴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今天发挥了
非常高的水平，这一点带动了整个球队。他在这
一年经历了很多历练，慢慢走向成熟，希望他以
后能继续努力，继续带领球队前进。”

吴前的21岁队友程帅澎也在本赛季打出
过精彩表现，他曾经取下单场39分的佳绩，在
复赛后，他也以稳定的表现成为浙江队倚仗的
核心之一。浙江广厦队的后卫孙铭徽，在对
阵福建队的季后赛首轮比赛中狂轰个人职
业生涯最高的45分。此外，吉林队的姜宇
星、四川队的袁堂文等新星，也以令人信
服的表现进入了球迷们的视野。

“战神”刘玉栋曾留下过无数让人高
山仰止的数据，他以主力得分手的身份
帮助八一队七夺CBA总冠军，曾创下过
单赛季场均37分和总决赛场均超40分
的辉煌纪录。本赛季，本土球员逐渐冒
尖，在越来越激烈的联赛的历练下，新一代球
员也在各自经历着成长。不过，如果要达到“战神”
的高度，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吴前轰下48分的那场比赛，辽宁队的郭艾
伦同样取下了35分的高分，赛后，郭艾伦表示：“看
到这样努力训练并且不断进步的球员，我很高兴；
只有进步的球员多了，中国篮球才会越来越好。”

下个赛季，CBA将全面实行外援4节4人次的
政策，本土球员将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或许，下
一个“战神”，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据新华社青岛电

寻找下一个“战神”
在本赛季CBA季后赛的广东队

首场比赛开始前，广东队主将易建联
从“战神”刘玉栋手中接过了象征赛
季最有价值球员（MVP）称号的“战神
杯”，这是易建联第五次获得联赛
MVP，他在创造纪录的同时，也把“谁
能接班”这一话题，继续延续了下去。

据新华社里斯本电 39岁的传奇门将卡西利亚斯4
日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连续发文，先是感谢了其职业生
涯最后效力的波尔图俱乐部，随后正式宣布退役。

卡西利亚斯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再见！非常感
谢你的激情。波尔图是个很棒的俱乐部也是座美好的城
市！我们永远在一起！”这位前皇马队长在2015年加盟
波尔图队，在前四个赛季出场156次，夺得过葡超和葡超
级杯的冠军，并将其保持的欧冠出场纪录扩大到177场。

令人遗憾的是，2019年5月初，卡西在训练时突发急
性心梗，虽经治疗脱离危险，但此后却未能再登场比赛。

卡西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封长信正式宣布了
退役的决定。信中卡西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感谢
了家人、皇马和波尔图俱乐部、队友、教练和球迷的支
持。在加盟波尔图之前，卡西在皇马效力十六个赛季，夺
得包括5座西甲冠军、3座欧冠冠军在内的19座奖杯，曾
连续五年当选世界最佳门将。此外，他还完成了作为队
长连夺世界杯、欧锦赛和欧冠冠军的壮举。

门将卡西利亚斯
正式宣布退役

据新华社上海电 以“人类同心 共抗疫情”为主
题的2020第五届上海国际诗歌节近日揭幕。据悉，
本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数码、区块链
等科技手段，通过“云端”线上信息传播的方式，开展
系列主题活动。

作为上海国际诗歌节主要承办单位之一的《上海
文学》杂志社，于7月至9月，在《上海文学》杂志中连
续三期刊登抗疫主题诗歌专栏“天涯同心”，刊出了著
名国际诗人德拉甘·德拉戈洛维奇（塞尔维亚）、阿多
尼斯（叙利亚）、大卫·哈森（英国）、崔东镐（韩国）、塔
考姆·珀伊·拉吉夫（印度）等的新作，展现人类面对全

球危机与灾难的信心和意志。
上海国际诗歌节艺术委员会主席赵丽宏向众

多国际诗人发出信函。在信中，他写道：“面对疫
情，诗歌也许是无力的，无法治疗疫病，也无法挽救
生命，但是我们发自灵魂的祈愿，我们真挚沉静的
思考，我们对现实的谛察，对未来的期望，会在人们
的心灵中引发回声，会激发起生命面对危难时的勇气
和力量！”

据悉，8月到11月，第五届上海国际诗歌节“金玉
兰”国际诗歌大奖的评选工作、中外诗歌主题论坛及
国际诗歌交流研讨活动，还将陆续举办。

上海国际诗歌节“云端”揭幕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西班牙网球明星纳达尔4日宣
布，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他将不会
参加即将开打的美国公开赛。

纳达尔4日通过社交媒体说：“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
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形势非常严峻，显然我们还没有控
制住它。我非常尊重美网赛事和美网的组织者以及全世
界准备在电视上观看比赛的球迷，我很不情愿做出这样
的决定，但是我思前想后，还是不参加本届美网了，长途
旅行还是很危险的。”

对于纳达尔的决定，美网方面表示理解。美网赛事
总监阿拉斯特说：“纳达尔是网坛最具统治力的球星之
一，我们支持他的决定。”

本年度美网将在8月31日至9月13日进行。

纳达尔因疫情
放弃美网

据新华社昆明电 中国网球巡回赛安宁站5日进入
第三轮争夺，女单头号种子王蔷以6:4、4:6和6:10负于
22岁小将杨梓颐，无缘八强。

赢了世界排名第 29位的王蔷，排名比王蔷低了
1018位的杨梓颐说自己特别兴奋，“这是我职业生涯打
得最好的一场比赛，整个人对未来也更有信心了。”她说。

这场比赛在中午举行，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首盘
开局，王蔷迅速进入状态，在对手第一个和第三个发球局
实现破发，取得5:1领先。此时，慢热的杨梓颐逐渐调动
出状态，发球和底线球频频得分，一度将比分追到4:5。
但王蔷还是以6:4拿下首盘。

第二盘开局，双方进入艰苦的拉锯战，杨梓颐以6:4
追平大比分。在决胜盘“抢十”大战中，杨梓颐延续了良
好状态，取得5:0的领先。此时的王蔷如梦方醒，将比分
追至6平。杨梓颐及时稳住心态，坚持用凶猛的攻击战
术，不给对手相持的机会，凭借两个极具进攻性的接发球
和两记发球直接得分，最终10:6锁定胜局。

“一姐”王蔷无缘
“中巡赛”八强

昨日，在 2020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大连赛区）第三轮比赛中，山东鲁能泰山队
0：1不敌上海绿地申花队。图为鲁能球员费
莱尼（中）在比赛中争抢头球。 新华社

周琦
（新华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