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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55）

我们没有本事把上寺口那湛蓝的天空和明
朗的阳光带过来，阴云时不时地跟在我们车前
车后，后半城都笼罩在低沉而自然的散射光中，
让人在舒适的感觉中带着黄昏的某种波动。在
一处院落外的空阔场地，停着一辆普通得不能
再普通的三轮车，一男一女正在忙活着什么。
黄启宝停下车问：“老乡，后半城往哪儿走？”我
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转头向西，只见这个男子有
些偏矮，约摸50多岁，脸上带着惊讶而鄙夷的
神情，瞪着我们的车，眼睛像铃铛一样圆圆地，
大声说：“这就是后半城，你打听什么后半城？”
话语就像一条鞭子，抽得人心头一缩。黄启宝
有些紧张，再打听于爱义，急急中把中间的爱字
说错了，只听得又一声嘲笑加斥责：“我们这里
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黄启宝赶快纠正说
找于爱义，他说，从这往北走就在那东面！

黄启宝停下了车。一条大黑盖子狗，
挡在我的车门前，见我要下车，亲昵地来

舔我。我怕它，就往里拉车门，它就伸过头来咬
着我的书包带往下拉。我跟着于爱义一直走到
街东头。他抬起胳膊来一指北面的房屋说：“这
就是我家。”跟西边院墙外只有街棚不同，他的
街棚上装满了光伏发电的太阳板，看一眼，正房
上也有像太阳能热水器一样的装置。他向我介
绍说，花了十三四万建的，如今一年收入不到两
万元，发了电就直接送入国家电网，没有维护费
用，签了二十年的合同……

我们三个在他临街的南厢房，也就是街棚
门前坐下，椅子半新不旧却也干净，看得出来他
是个干练的人。他很和蔼地问我，要详细的，老
技术员就在西面打麻将，我去把他叫来，书记就
在前面房子里，是不是把他也叫来？我征求黄启
宝的意见，他说不用叫他们。我也觉得到后半城
来，主要是感受这里的苹果氛围和看现场——早
先的事情，我在采访谢省长和范国玺的时候就知
道了。在打听路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范国玺讲

的那个故事，我认为那个叫栖霞技术员在树上六
个小时下不来的事情是真实可信的，如果不是
亲身经历这种街景，即使是个有才华的不错的
小说家，想虚构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一刹那
间，我想得很远也很多，诸如农村、农业、农民，
乡村振兴，发展乡村事业，提高农民素质。

今年57岁的于爱义，早年当过兵，还是技
术兵种。人很精明干练，说起话来痛快利落。
他1987年当兵回来干后半城的技术员已经８
年了，在青岛参加过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烟
台农广校和牟平都参加过培训，每年也是拿着
上级1200元的补帖。他说，在观水来说，粮田
建果园最早的就是后半城，全村总耕地2000
亩，大集体的时候，经营果园300亩。主要品种
是青香蕉、秋花皮、金帅、小国光。后来范国玺
来了，两口子户口都落在俺村，从栖霞引进红富
士。他们还找老技术员繁殖苗子、畦苗子。全
村的苹果就大发展起来了。1984年分了地，到
1991、1992 年，全部栽上了苹果。从 1995、
1996年到2000年，苹果价格一般，2002年和
2004年两年冻了两次，2005年价格好，直到
2013年价格不错，从2015年到2017年由于干
旱，有两年收入下降了。多的收入一户６万来
块，在镇里就得奖了。分地时，一溜一溜地割，
一个人分七八块地才一亩半，根本连不成片
……老百姓一直依靠苹果，这几年不行了，倒赔
本。 没有办法，都到烟台打工去了，全村一天
去个二三十个，早晨人家来车拉，晚上送回来，

一人一天挣100元。
问起原因，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是平原，雪

下高山霜打洼，霜一打，苹果就长锈，很多个头
大的却不能成为一级果。我专门请教过青岛张
俊芳教授，他说，海洋性气候，不好解决。他也没
有办法。再是苹果品种老化，产出的苹果质量、
表光等都不如山地好，不少的人都扔了。去年俺
村书记套了12万个袋，雇人套袋喂化肥，总共才
卖了4.8万元，抛去成本，几乎一分钱不挣。

他领着我们往东走不远，就到了果园。只
见一位果农在树上摘什么。田头的篱笆上，长
着喇叭花，张着紫莹莹的口儿，正在向路人笑
着。东西的一条跑三轮车的泥土路上，迎面走
过来了一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们看苹果园。果
园里的老农下树后，头也不回地走向村里去。
于爱义把我们领到一棵苹果树下，扒开一个苹
果袋，只见黄隆隆的苹果皮上，长了一些铁锈一
样的东西。于爱义说：“你看看，个头大小不少，
口味也不差，没有锈就是一级果，这一锈就是三
级果。”在地头，我看到苹果树一绺绺地宽不到
五六米，从南往北望不到尽头。于爱义说：“这
一窄绺就是一家的，当时，村里的地分了五类，
每一类里家家都有，所以都是一绺一绺的。 当
年树小还好办，现在树长大了，长得满园满满当
当的，通风透光不好，苹果当然也长不好。可
是，谁也不把自己那绺割了，我割了，给你通风
透光了，你的苹果就长起来了，我不是干赔吗？
有人把苹果地卖给城里人，一亩地500块一年，

人家就来把苹果刨了栽绿化苗木——人
家有门路，肯定挣钱。

“农村不改革不行了，只有土地转形
成规模化，苹果才能重新活起来。”临别时，他还
是念叨着他下午说过的想法。他拿出一个日历
本来，让我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仿佛他对我
有某种期待，他的眼神在跟我说话。

黄启宝告诉了我一条好的回程之路，原想
回去的时候，在来路上好好拍拍那河边如画的
村庄和那湍急的外夹河，只是路不好走。黄启
宝说，你沿着镇里那条大路，一直向东，不要拐
弯，就回去了。 那是一条上好的柏油路，特别
新，感觉车胎与路面有亲热的粘着声。一路向
东再向北，却是另一种迷人的风光。山是青的，
村庄里有红有绿也有黄的斑块，偶尔也会看到
哥特式尖顶的五彩小店。从朱雀山的哑口处向
北远眺，远山原野一片苍茫，苍茫中隐现着村庄
也有城市的轮廓，阳光幻成迷蒙的天空罩上了
烟与雾的状态，天地间便成了一幅巨大的水墨
画卷，在眼前晃动变幻着无穷的美丽。

我的心空旷起来，黄启宝的叹息又在耳边
响起——那是他说起2002年和2004年春天观
水遇到倒春寒的时候，他深深
地感叹果农伺弄苹果的不容
易，“你知道什么叫倒春寒吗？”
那时，他看着我问。我知道他
怕我不懂，好给我解释。

（未完待续）

一批大制作电影近日先后公布其在中
国内地的上映日期，传递出中国电影市场
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加速复苏的信号。

华纳兄弟公司宣布，由克里斯托弗·诺
兰执导的科幻新片《信条》将于9月4日登
陆中国内地影院。据报道，该片制作预算
超过两亿美元。

索尼影业出品的电影《小妇人》此前因
疫情在中国内地撤档，现重新定档8月25日
上映。该片改编自美国女作家路易莎·梅·
奥尔科特1868年面世的同名小说，由美国
女演员、导演和编剧格蕾塔·葛韦格执导。

中国战争题材电影《八佰》宣布8月21
日上映。这将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内地上映的首部商业大片。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
授尹鸿说：“头部中外电影进入市场，会对
中国电影行业重启带来推动，也将成为世
界电影市场的亮点。”

因疫情防控需要而停业数月后，中国
内地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在有效落实防控措
施的前提下，自7月20日起恢复开放营
业。这些措施包括每场放映上座率不得超
过三成、陌生观众间距1米以上等。

尽管目前上映的电影大多是重映片或
者小制作影片，但周票房环比增长强劲。
据《中国电影报》数据，7月27日至8月2
日，中国内地票房收入累计1.97亿元人民
币，较复工首周增长79%，观影人数690
万，增长65%。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2014年上映
的《星际穿越》也在重映影片之列。据票务
平台猫眼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8日，该片
自8月2日重映以来票房超过6000万元
人民币，其中国内地累积票房突破8亿元
人民币。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人士认为，鉴于
目前每场放映观影人数有上限设置，影院
复工两周的票房表现以及观众高涨的观影
热情对行业而言是利好信息，预示中国电
影市场将提前回暖。

截至8月8日，在猫眼平台上，有超过
33万人表示想看电影《八佰》。该片讲述
了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留守上海四行仓
库的中国军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故事。《八

佰》是中国首部完全用IMAX摄像机拍摄
的商业电影，由管虎执导。

“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在得知《八佰》上映日期公布后，一位微博
用户表示，期待该片为深受疫情影响的中
国电影业注入“强心剂”。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在
一篇经由《中国电影报》微博账号发布的文
章中强调，加大新片投放力度，可持续地供
给市场好影片，有利于引导和促进观众重
新走进影院，繁荣电影市场。

“电影市场已经渐渐复苏。”尹鸿说，电
影带动的消费信心，对于餐饮、零售、旅游
业的拉动作用也将凸显。

据新华社北京电

头头部部影影片纷纷定档片纷纷定档
助推中助推中国电国电影市场复苏影市场复苏

本报讯（通讯员 张颖颖 YMG 全媒
体记者 郭超 摄影报道） 8月9日，一场以

“乐之赞”为主题的刘金玲师生钢琴公益音
乐会在位于烟台山下的胶东革命纪念馆举
行。音乐会现场，还举行了爱心善款捐赠
仪式。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停课不停学”也同样给广
大烟台琴童带来不小的挑战。参加此次音
乐会的三十多名钢琴学子，没有因为疫情

停下学琴的脚步，他们用精彩的表现，为自
己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也为各界爱乐
人奉献了一台精彩纷呈的师生音乐会。

音乐会上，参与演出的孩子都是鲁东
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刘金玲指导的从幼儿
组、小学组、初中组到大学组的30余名学
生。他们将肖邦、贝多芬、莫扎特及王建中
等中外著名作曲家的经典之作呈现得各具
特色，令各界嘉宾和观众掌声不断。音乐
会现场，播放了刘金玲在疫情期间原创的

一首配乐诗朗诵《同心同梦同行·忠诚担当
使命》，由鲁东大学艺术学院朗诵艺术团的
孩子们参加表演，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谭
茗原同学的原创诗朗诵《乐之赞》，在刘津
劭同学演奏的肖邦《降E大调夜曲》中深情
展现，将音乐会引向高潮；最后音乐会在车
泽霖和刘金玲老师的钢琴四手联弹《我和
我的祖国》耳熟能详的旋律中落下帷幕。

活动尾声，爱心善款捐赠仪式将本场
活动推向又一个高潮，捐款饱含了刘金玲
老师和学生、家长的深情厚义，用行动诠释
了爱的真谛。各界嘉宾上台为每一位参与
捐赠的孩子献上一束鲜花。

刘金玲激动地说：“作为一名老师，不
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立德
树人’。据我们了解，每年都会有不少低保
家庭的优秀学子，因为家庭困难延误学业，
我们想通过钢琴公益音乐会的举办尽自己
的一份绵薄之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
子们。我们的公益倡议得到了琴童及其家
长们的大力支持，短短几天时间就筹集善
款万余元。同时，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我
们也更加体会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幸福
感、自豪感！我们要通过此次音乐会不仅
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我们
所处的幸福时代点赞！”

据悉，本场音乐会的全部票款所得均
将用于捐助团市委"希望小屋"儿童关爱项
目和希望工程助学助教项目。

“乐之赞”音乐会爱心涌动

据新华社青岛电 CBA联赛10日进行了历史上首
次选秀乐透抽签，上海久事获得第一顺位选秀权，龙狮队
和天津荣钢队分获第二和第三顺位。

根据本赛季成绩，参加当天抽签仪式的7支球队分
别为天津荣钢、龙狮、四川金强、上海久事、江苏肯帝亚、
南京同曦和深圳新世纪。CBA官方数据显示天津队
（25%）是获得状元签概率最高的球队，最终却是上海
（14%）成为大赢家。4至7位的选秀顺位根据常规赛排
名倒序产生，分别是四川、江苏、南京和深圳。

CBA官方此前已公示了参加今年选秀的64人名
单，其中大学生球员25名，港澳台球员2名，CBA、NBL
俱乐部推荐球员16名，原CBA俱乐部青年队、原NBL
俱乐部及其他球员共21名。

CBA2020年选秀大会将于8月21日在福建泉州进
行。

CBA选秀
上海获“状元签”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
员 周君） 8月9日，第22届中国大学生篮球三
级联赛（CUBA三级联赛）全国总决赛在吉林
长春落下帷幕。烟台职业学院男篮代表队一路
过关斩将，获得三级联赛全国总冠军。

第22届中国大学生篮球三级联赛总决赛于
8月2日—8月9日进行，来自全国26个省、市、
自治区的35支队伍400余名运动员进行了为期
8天的激烈角逐。为做好疫情常态化下有序复
赛，比赛采用全封闭、空场的方式进行。

总决赛男子组共有22支高校代表队，分成
ABCD四组。烟台职业学院与浙江育英职业
技术学院、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中山职业
技术学院、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分在B组。
经过激烈角逐，烟台职业学院男篮以三胜一负
小组第二名进入八强。在四分之一决赛以
100:94力克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半决赛以
94:87将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斩落马
下，与山西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会师决赛，最终
以75:54战胜对手夺冠，获得了烟台职业学院
历史上第一座CUBA全国冠军奖杯。赛后学
校武强教练被评为“优秀教练员”，房模鑫、李培
亮被评为“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

烟台职业学院男子篮球队是一支韧性十足
的队伍，他们自2016年再次组队参加CUBA
以来，相继获得山东赛区第六名、第三名、第二
名、第一名、东北赛区第一名、全国总决赛第九
名的优异成绩。

烟职男篮代表队
喜获全国总冠军

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家京剧院与湖北省京剧院主办、
全国共18家京剧院团参与的“京剧的夏天——全国京剧
院团线上抗疫展演月”，8日晚与观众见面。

8月8日至9月6日每晚19点30分，28部优秀剧目、
2场名家名段演唱会通过学习强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
快手、央视频等平台线上直播，与大家“云端”相见。全国
重点京剧院团的领军人物、家喻户晓的京剧艺术家云集
一堂，包括尚长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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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赤、
袁慧琴、迟小秋、史依弘、王珮瑜等老中青三代京剧名家。

各团精选的28部代表性优秀剧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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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台好戏
“云端”亮相

据新华社伦敦电 前两节与对手不分高下的中国头
号球手丁俊晖9日完全处于下风，最终10:13不敌五届
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止步斯诺克世锦赛16强。

至此，3名参加正赛的中国球手已全部止步。由资
格赛突围的梁文博首轮告负，小将颜丙涛和丁俊晖都败
在第二轮。

之前两日的较量中，丁俊晖和奥沙利文第一节战成
4:4，第二节8:8继续不分高下。9日的最后一节比拼
中，“火箭”开场后连胜两局占据优势，而丁俊晖始终未能
追上。两位球手用时67分钟就打完了该节的7局比赛，
奥沙利文总比分13:10胜出。

世锦赛最佳战绩为2016年比赛亚军的丁俊晖赛后
表示，前两节对手打丢了太多黑球或粉球，而他自己抓住
了机会，打得很不错。“但我今天的表现没有前两节那么
好，在本该连续拿分的时候没有做好。”

不过，33岁的丁俊晖已将目光瞄准新赛季。他表示
自己现在很努力，练球更多，也更享受训练。

斯诺克世锦赛
丁俊晖止步16强

昨日，在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第一阶段（大连赛区）第四轮比赛中，上海绿地
申花队2：2战平大连人队。图为上海绿地申花
队球员莫雷诺（右）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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