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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69）

已经60岁的宋永果，这段没有任何描绘和
感叹的平铺直叙，引我回忆往事——虽然我是
贫农出身，但农村的黑恶势力不亚于惟成分论
……我高中毕业后，母校要留我任教，但村里的
黑恶势力不同意，因为我是孤门独户，且父亲早
逝，孤儿寡母的，母亲只能以泪洗面。生产队长
还说我：“不是学过修剪苹果吗?可惜咱村里连
一棵苹果树也没有!”他那得意的满脸讪笑，至
今还会在遥远的烽烟往事里一闪光影!令人庆
幸的是，宋永果回到了他小学老师的身边，“我
能上高中，全凭我的联中老师推荐。”宋永诗当
书记那年，刚刚40虚岁，正值壮年，而宋永果才
20出头，仍然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好学生是
老师的左膀右臂，宋永果就成了老师的助手
——先是村里的主管会计，后来成了党支部副

书记，一直陪老师到光光彩彩地卸下村党
支部书记的重担，那年他是66岁。宋永
诗把个贫而又穷的小草沟变成了富而流

油的“全国苗木第一村”，他获得了省优秀共产
党员、省劳模、省农业科技致富带头人等多种荣
誉……宋永果的话语里充满了对老师的敬佩!

阳光从窗外伸进头来，打在宋永果脸上，泛
着浅黄铜色的亮。我坐在南墙的背阴面，看着
他不同的表情相互变换，一声不吭。我右手握
着还需要打钢笔水的自来水笔，笔身是钛合金
的，在一半阴影一半光亮里谱写着非同一般的
调子，仿佛它也在瞪着宋永果那双圆而亮的有
神大眼。我知道，我再问一句就是多余，那样，
就把三四十年老记者的智慧完全扔在小草沟
了!果然不出所料，宋永果瞬间回复到眼前的任
务栏，找到了自己的那一行，他说：

“宋永诗回村以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穷怎么办？’”

“穷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街头有人愁苦，
真的没有道儿走啊。

“如果有治穷的药，咱花多少钱也去买!”有

人觉得这话太奇怪。自从小草沟的祖先从西北
面不远的山根下的“老草沟”搬到山下河畔建

“小草沟”，数不清有多少代人在做拔穷根的梦
啊。当年“老草沟”的尊长，听着祖辈从四川为
求生存搬到这里的宋姓青年说：“爷啊，俺到沟
边建个村，那里地好，能让全家老少吃饱饭。”青
年汉子双膝下跪，泪流满面地哀求着。拄拐杖
的老尊长，泪水一直流到花白的胡子上，颤巍巍
地伸出左手扶起他说：“孩子，你去吧，可别忘了
咱‘老草沟’啊!”青年汉子拜揖承诺：“我的村就
叫‘小草沟’，不忘祖恩。”可小草沟啊，一年又一
年，一代又一代，你跟富字沾边了吗？！——街
头上了年纪的人叹息了又叹息，叹息之后就想
起了那已经很远很远自己清清楚楚经历的日子
……“宋永诗，在村里教了十多年小学，又到公
社养猪场当了几年猪倌，他可是乡里的正式干
部，回来叫咱村变富裕，是不是日头从西山出来
了？”有人急躁了，埋怨了。也有人唱高调，说：

“你还不知道宋永诗，他会干吃亏的事？这不是
上级号召致富嘛，他回村，是没有金刚钻不揽这
瓷器活……”

党支部村委会一班年轻人，都是宋永诗组
织起来的小草沟的能兵强将，个个跟宋永诗一
样，龙睛虎眼，跺一下地都乱颤的血气汉子。他
们是背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
五岳开道，我来了”那种诗长大的一代人，两眼
里没有一点畏惧，只有梦想的希望，一直燃烧得
会议室像个蒸笼……宋永诗还像当年在课堂上

听学生答题一样，最后分析，提出了答案，他说：
“我领会三中全会精神，就是一个字‘富’！

就是同着这个字，我才回来当支部书记的。在
镇里我什么都不缺，但是，当党委找到我，叫我
为咱全村老少爷们出力的时候，我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以党性向组织保证。我也在这里向全
村老少爷们起誓，不让咱这小草沟变成黄金沟，
你们就给我当老师……”会场的热气凝固了，表
述为什么不在前面，而在大家说完的后面，就如
上作文课，为什么让学生自拟标题写作文，然后
又点评呢？大家知道，好戏就在后面，看看老师
的文章构思是个什么样。

他扫了一眼在下面坐着的村两委扩大成员
和党、团员，又喝了口水说：“大家谈起致富很热
烈，心里都憋足了劲，我们现在作为全村人的主
心骨，要拿出真正能富起来的章程来!”

几十年来，党的支部会议和村委扩大会议
从来没有这么凝重，也没有这么吹糠见米，大家
把呼吸放到最低的那一档上息速，等待着宋永
诗的发动，只听他不紧不慢地说：“兴办企业是
条好道，但是，我们小草沟村没有这个资源和条
件。就我们村的条件来看，我以为只有一条出
路可以致富，这就是发展林果业。咱1200亩
地，头两年，咱先发展200亩葡萄——葡萄来钱
快，往后长远的，照着一人一亩苹果使劲!”

“这个方案好，符合我们小草沟的实际
…… ”“就是，我不能自己熊蛋，要动员全村老
少爷们拔穷根，我们得有个口号!”“有了口号就

能鼓舞全村人，一条心、一股劲，干什么事
都不会软不拉搭的，就能致富!”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会议室又热火起来了，这次的火，是
熊熊的烈火，燃烧着贫穷，响亮着致富的希望与
奋斗之火……

小草沟从此有了自己的口号，这个口号我
第一次在村史展览室里看见的时候，简直不敢
相信宋永果说的是真的，它就是我们早些年常
常挂在嘴上的那两句老话：“艰苦奋斗，自强不
息！”“太平常了，那个年代，这两句口号就是顺
口溜，虽然我后来知道“自强不息”是中国古老
的《易经》里的智慧，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
但在那个时候，直至现在，谁也不会把它的真正
内涵揭示出来并付诸实施后知道它会有多大的
能量。小草沟人为此作出了实践表率，而且在
这个口号前加了一句更现实的话——“拔出穷
根!”宋永果说，“这个口号，先是叫‘小草精神’，
后来叫‘小草沟’精神，直到现在都没变!”

两年之后，葡萄按期栽上了，还兴修了一些
水利设施，小草沟开始变样了。过大年的时候，
小草沟的鞭炮比别的村响得多，走亲戚的人们
从小草沟走出来，都啧啧称赞……

转眼到了1983年，按照计
划该实施一人一亩苹果规划
了。当时提的口号很响：

“南山变成花果山，北岭建
成吨粮田!”

（未完待续）

本报讯（通讯员 杨汶谚 李阳 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晋 摄影报道） 2020“山东
港口杯”仙境海岸半岛城市帆船拉力赛9月
10日在“帆船之都”青岛正式开赛。8支参
赛队近百位运动员从青岛奥帆中心起航前
往滨州，开启为期20天的拉力赛。

本次帆船拉力赛航线设置为青岛（起
航）—滨州—东营—潍坊—烟台—威海—日
照—青岛（终点），总航程1040余海里。8
支赛队抵达各城市后会开展不同形式的航
海活动。9月19日，参赛船队将到达烟台，
于9月20日在烟台举行场地赛。烟台场地
赛由新华万科翡翠观海倾情赞助。届时8

支参赛队将齐聚翡翠观海海域，开启一场别
开生面的航海竞技。

烟台作为山东半岛城市之一，其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开展帆船帆板运
动，更是培养帆船帆板人才的沃土。烟台
市高度重视帆船项目的发展，近年来，积极
推动帆船帆板运动的开展，逐步建立起烟
台市学校、机关、家庭等各个类型的帆船培
训、赛事活动，旨在以承办帆船帆板赛事和
创办自主品牌帆船帆板赛事为重点，鼓励
举办并引进更多航海赛事。仙境海岸半岛
城市帆船拉力赛的举办将带动未来半岛帆
船项目的紧密联动，助力烟台打造有影响

力的水上名片，为烟台蓝色海洋经济发展
贡献力量。

代表烟台参赛的烟台港口号烟台万
科队是在烟台市体育局的支持下，由烟台
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牵头组建，来自不同
行业的热爱航海运动、追求健康生活、充
满冒险精神的爱好者组成。虽然队员们
之间都互相非常熟悉，但这是第一次合作
长航拉力赛，队员们非常珍惜这次享受航
海、切磋船技，结交帆友的比赛机会。他
们将齐心协力，共同拼搏，出色完成本次
赛事。

本次赛事由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

（节庆）活动组委会、山东省港口集团、青岛
市体育局、烟台市体育局、潍坊市体育局等
单位主办，青岛市帆船帆板（艇）运动协会、
烟台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烟台港等单位协
办，山东半岛帆船城市联盟等单位承办。
本次赛事将极大提升帆船等时尚体育运动
在全省的影响力，进一步促进山东半岛七
市在帆船普及推广、品牌赛事打造、多元产
业融合等方面的合作。未来，山东半岛七
市将以帆为媒，携手并进，共同把胶东半岛
经济圈打造成为产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胶东
半岛城市群。

仙仙境海岸半岛城市帆船拉力赛开赛境海岸半岛城市帆船拉力赛开赛

烟台帆船队烟台帆船队
筑筑梦起航梦起航

短暂的休赛期，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CBA)各队也异常忙碌，无论是强队还是
弱队，都在有针对性地对阵容进行加强。在
一轮一轮的招兵买马中，各队对下赛季取得
进步的渴望有目共睹。北京首钢、北京控
股、辽宁沈阳三生等队伍，都对现有阵容进
行了补强。

在休赛期的转会市场上，北京首钢和北
京控股两队可谓是动作最大的。北京首钢
在休赛期引入两员内线大将，从深圳新世纪
招募了实力内线李慕豪、还从新疆队挖来了
范子铭，随着这两名球员的加盟，首钢常年
以来存在的内线薄弱问题将得到极大缓
解。另外，北京首钢还完成了周仪翔的签约
以及刘晓宇、方硕的续约，新赛季的阵容已
日趋完整。

北京控股同样有着大动作，从选秀大会
上摘到了李锐和朱肇旌两名新秀，并从转会
市场上招入了李根、俞长栋和侯逸凡等强
援，而在北京控股的原有人马中，孙桐林以
顶薪继续效力球队。上赛季前半段，拥有三
外援优势的北控势头强劲，并最终杀入八
强，此番继续补强阵容，北控将拥有更厚实
的家底。

上赛季亚军辽宁队引入了曾经入选国
家集训队青年内线张镇麟，并将吴昌泽、俞
泽辰和周俊成三位小将升入一队。在上赛
季，内线大将李晓旭的受伤让辽宁队内线人
员结构遭受重创，张镇麟的加盟也使得辽宁
队的内线得到补强，随着李晓旭的伤愈以及
小将王化东的成长，辽宁队也将对总冠军再

度发起冲击。
此外动作颇大的还有南京同曦和上海

久事，在上赛季，同曦队出现了大面积伤病，
一度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这个休赛期，南
京同曦在引援方面大刀阔斧，衡艺丰以自由
球员身份回归家乡球队，西热力江也以自由
球员的身份顶薪加盟。此外，同曦队还从四
川金强引入于刚，从新疆广汇引入刘羽楠，
并签下了刚刚上调到广东宏远一队的小将
王昊宇。另外，身为自由球员的郭凯伦、黄
世乾和赵天熠也完成加盟，在经历了“大换
血”之后，同曦队也将以全新面貌出现在球
迷们面前。

上海久事的休赛季也是热闹非凡，刘铮
和何重达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可兰白克则
以转会形式入队，再加上选秀大会上选中的

“状元”区俊炫，上海队的面貌，也可为焕然
一新。

与其他强队相比，卫冕冠军广东队则专
注于巩固现有阵容，赵睿以常规合同与俱乐
部续约两年，易建联、任骏飞和苏伟这三名
老将则获得顶薪合同。

新疆队在大批球员离队后，将艾孜麦
提·吐逊、王小乙和冶征文上调至一队，迎来
了重建期的新疆队，也将面临阵容磨合方面
的巨大挑战。

转会、选秀、自由球员签约，CBA的人
员流动正日趋频繁。在各路豪强补强阵容
后，可以预见，下赛季的冠军竞争将更加激
烈。

据新华社北京电

各队频频换血升级

CBA期待更激烈赛季

据新华社济南电 记者从山东西王男
篮获悉，丁彦雨航12日晚已经就新赛季合
同与俱乐部达成一致。据了解，丁彦雨航
的合同将在提交联赛公司审核通过后，正
式对外官宣。

这意味着，昔日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CBA)常规赛最有价值运动员丁彦雨
航，时隔两年将再披山东男篮战袍，征战
CBA赛场。而按照CBA公司规定，丁彦
雨航新赛季薪资为税前最高800万元。

据悉，丁彦雨航重回山东男篮过程较
为坎坷，双方进行了一些沟通，也排除了一
些障碍。9月6日，丁彦雨航方面与俱乐部
进行了面谈。在这次交流中，俱乐部表示，
可以给丁彦雨航提供顶薪合同。鉴于丁彦
雨航两年没有打球，俱乐部希望对方能提
供丁彦雨航身体状况的证明。9月10日，
丁彦雨航生日当天，他在微博上发布了致
球迷的一封信，提出了工资问题和医疗费
问题。11日俱乐部发表声明，对丁彦雨航
的公开信进行四点回应。最终，经过双方
协商达成一致，并签下顶薪协议。

丁彦雨航
回归山东男篮

■相关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电 著名作家迟子建最新长篇小说《烟
火漫卷》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聚焦当下都
市百姓生活，描写了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景观与小说人物
复杂的命运。

小说中，车水马龙的街道，人声鼎沸的早市，五光十
色的灯光，中西融合的老建筑，被历史遗留而又用作他途
的教堂、音乐厅等，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注入了情感，作
家用文字捕捉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独特气息。“一座自然与
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
实的普通都市人，于‘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勃生机。”迟
子建表示，小说将自己生活了30年的城市作为主体，试
图用文字刻画城市烟火气息中饱含的丰富生活图景，抒
写普通人的命运交响曲。

迟子建从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600余万字的
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
巅》《白雪乌鸦》等，多次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

迟子建长篇小说
《烟火漫卷》出版

据新华社罗马电 当地时间12日晚间，第77届威
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威尼斯丽都岛举行了闭幕式。
中国香港导演许鞍华获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本月2日在威尼斯开幕。本
届电影节共有18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展映，另有19
部电影和12部短片参与地平线单元评选。

最终，华人导演赵婷执导的美国影片《无依之地》获
得本届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该片讲述一名在经济大
萧条中失去一切的成年女性，成为居住在货车里的现代
游牧民穿越美国西部的故事。

来自英国的瓦妮萨·柯比获得最佳女演员奖；意大利
演员皮耶尔弗兰切斯科·法维诺获最佳男演员奖；中国导
演范帆执导的影片《杀死大明星》在虚拟现实(VR)电影
扩展单元获得最佳VR沉浸式故事奖。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届威尼斯电影节采取了线下与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一部分受邀和获奖嘉宾通过视
频连线参与现场互动。

许鞍华获威尼斯影节
终身成就奖

烟台港口号烟台万科队航行在海上烟台港口号烟台万科队航行在海上。。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在12日进行的美国
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4号种子、日本球星
大坂直美以1:6、6:3和6:3击败白俄罗斯名
将阿扎伦卡加冕冠军。

这是大坂直美第二次荣获美网女单冠
军，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三个大满贯冠军。

大坂直美
再夺美网冠军

大坂直美大坂直美
亲 吻 冠 军 奖亲 吻 冠 军 奖
杯杯。。 新华社新华社

据新华社马德里电 2020-2021赛季西班牙足球乙
级联赛首轮12日开战。中国球员武磊所在的西班牙人
队主场3:0击败阿尔巴塞特，取得开门红。中国球员武
磊在比赛中获得首发，打入一球，并献出一记助攻。

西乙赛季首战，西班牙人坐镇科尔内亚·埃尔普拉特
球场迎战阿尔巴塞特。上半时第14分钟，主队米格隆传
中球被对方门将扑出，皮球打在武磊身上反弹至梅伦多
脚下，后者凌空抽射，将比分改写为1:0。第25分钟，武
磊借一次任意球进攻为西班牙人再入一球：大卫·洛佩斯
接队友开出的皮球左路头球摆渡，武磊门前近距离将球
垫入球门右上角。西班牙人以2:0领先上半场。

下半时，西班牙人依然频繁威胁对方球门。武磊在
第77分钟被巴尔加斯替下。补时时刻，阿尔巴塞特球员
伊萨克禁区内手球，裁判判罚点球，恩巴尔巴主罚命中，
为西班牙人将比分定格在3:0。

武磊西乙首秀
一进球一助攻

昨日，在2020赛季中超第一阶段（大连赛
区）第11轮比赛中，广州恒大淘宝队2：1战胜
山东鲁能泰山队。图为广州恒大淘宝队球员
艾克森（左二）与山东鲁能泰山队球员郑铮（左
一）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