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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73）

后来我带着这里的苹果，走到了烟台苹果
育苗的功勋人物身边——两个人，一个老的不
能吃苹果了，一个还能吃。我说，这个苹果是全
中国最好的苹果新品种“首富”……在这个果园
里，杨鲁光告诉了我不少的技术和知识，告诉了
小草沟的一些事情，还告诉了我一个秘密，说如
果你想知道当初小草沟的苗木发展，最好问问
陈桂玉……陈桂玉怎么了，你是站长，一直下乡
挂职，回来还干你的站长，难道陈桂玉比你大个
十岁八岁，就比你厉害吗？就是厉害，也不用这
么神神秘秘地吃着苹果说啊!我这么想着，吃着
苹果，嘴里却嗯嗯着说好。

中午是在小草沟村西头的一个旅游屋里吃
的饭，如果形容，屋子有些大平屋的样子，一切
都是现代很新潮的设置。我后来查到是小草沟

一位在北京做设计的年轻艺术家，为了报
答家乡的恩情，回到老家专心致志地设计
营造了这么一段乡村素材。这种风光，与

云南的一些地方，与传统的古装戏里一些场景，
我感觉相同。从郭家店往西不远的地方，一进
入小草沟的地界，全是一片黄黄的银杏树林。
我到过莱州的寒同山，专门去拍过银杏树，在阳
光的照射下，我在逆光里找到生命的光。今天，
在根杏树的村庄里，我也举起相机——宋永果
和杨鲁光，笑我也当我的模特……

略去一切的絮事，比如，看了小草沟的南山，
看了山上的圆圆的雕塑，从那里一直可以看到西
边的远山，还有小草沟人当年血汗开出的荒山的
自豪。再回过头来，沿着杂树和苹果树们互不相
让的景致，再开上北岭——当然早就看了村里的
展览馆，你想像不到的故事开始了……

北岭的山，是花果山，他们把南山的花果山
也搬到北岭来了。当然这也是“大自然园艺科
技公司”的领地，一架大型装载机在把妇女们装
箱的苹果装到拖拉机上，红果绿叶红头巾黄头
巾，忙忙碌碌。宋永果忙着张罗着什么，杨鲁光

也走上前去说了些什么，然后宋永果说：“你不
是想了解当年的育苗情况吗？你往西进去看看
吧，那就是当年的母本园——你叫陈桂玉领你
进去看看，她知道!”

杨鲁光朝我笑笑，对我说∶“你和陈桂玉去
吧。她就是当年这里的技术员!”

“她是当年这里的技术员？”我问：“真的
吗?”

“真的。”一直什么话也不说的陈桂玉，绵绵
的话语在眼前，她说，“让宋书记他们去办他们
的事吧，我领你到当年的苗圃园里看看。”转身
向西，人不动就可以看到当年小草沟的母本园，
园边是一圈细铁丝围起的篱笆，向东留着一个
用篱笆扎的门，门框是小碗口粗的木头。阳光
从西面照过来，影子不长也不短。园门是敞开
的，进园的路被人踩得光光的，甚至感觉有些油
的成分，一直从园子东面的入口通向园子的西
头，光亮亮的。迎着阳光进园后，出现了一片奇
特园林景观，一棵棵大约150厘米高的苹果树，
一个个枝杈都被半臂截断了，断损的技，就像盆
景一样，聚着一个大包，包上面长着新的枝条，
就如一个拳头，拳头上长出小小的枝条，枝条
上，有叶子在互相说话。陈桂玉把我领进园南
面的一块地里，指着一株“盆景苹果”的胳膊说：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当年用的母本……”
“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陈桂玉的回忆有一

些留恋也有一些开朗。她个子在女人中不算矮，
长方脸不管太阳的光如何亲吻，依然带着白皙的

基本内涵。她也有话匣子，里面的语言虽然不那
么生动，故事却让人深思……

1991年，24岁的陈桂玉从山东农业大学
毕业后意气风发地来到自己的故乡莱州市沙河
镇，到镇里果树站当技术员。让她没想到的是，
第二年，1992年6月，她就带着沙河镇的一帮
小青年来小草沟帮忙。小草沟园艺场那时候已
经走红，他们苗木嫁接的忙季，县农业局就组织
县乡两级技术员和一些乡镇的青年，到这里来
帮忙。对陈桂玉来说，远近闻名的小草沟，充满
了新鲜和神秘感。谁知到了这里以后才发现，
条件非常差，各乡镇来的人一帮一帮的很多，都
住宿在一个废旧厂房里，连窗子也没有，地上铺
着一层麦秸草。陈桂玉他们把自己行李铺在上
面就是住宿的地儿，一个厂房内男男女女大约
住了七八十号人。当天，陈桂玉带的人就跑了
一半，后面又陆陆续续地走了一些，最后只剩下
六七个人坚持在这里。陈桂玉不好意思享受带
队的权利，就把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嫁接队员，和
她带的小伙伴们一起在田间嫁接。嫁接这活很
累，在地里蹲着，低着头，一天下来能接七八百
株，熟练工人一天能接2000多株。这样干了五
六天，陈桂玉是大学生的身份，让宋永果知道
了，他跑去找宋永诗，说在团支部副书记宋永科
组里嫁接队中有个女大学生……陈桂玉不知道
宋永果跟宋永诗在那里神神秘秘地说了些什
么，只知道第七天，宋永诗就把陈桂玉找到他办
公室里做思想工作。陈桂玉有内秀，宋永诗也

有自己的高招。当时，陈桂玉还有些腼
腆，只听宋永诗说：“你虽然是沙河的老
家，在沙河工作也不错，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
处走，你在镇果树站里趴趴着有什么前途？不
如到我们小草沟来帮两年忙，就两年，我想办法
把你调到省果茶站去，实在不行叫你到县果树
站工作。如果你到这里来，工资待遇肯定是高
高的，各方面条件都比沙河镇强多了。”陈桂玉
问他∶

“两年后我能调到省果茶站？”
“你放心，凭我们现在的关系一定能！”宋永

诗说：“最不济也叫你上县里去!”
“在这里就工作两年？”陈桂玉问。
“就两年，但不准结婚。”宋永诗提出了最后

一个条件。
宋永诗是何等样人，别看陈桂玉是大学生，

在宋永诗眼中就是一个中学生而已。他见陈桂
玉吞吞吐吐地不表态，就知道一时急不得，说叫
陈桂玉想想再说。然后，他给陈桂玉重新安排了
工作，叫她做嫁接队的小会计，专门给嫁接队员
发放接穗记账。这一方面是给陈桂玉个台阶下，
更重要的是通过叫她干会计考察她的领导能力
和人品。陈桂玉不知道宋永诗
的用意，只是本本分分地干了一
个多月，就回到了沙河镇。宋永
诗再也没有话，陈桂玉觉得宋永
诗把这事撂下了，自己也没往心
里去。 （未完待续）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摄影
报道） 2020年胶东杯足球赛第三轮比赛日
前收兵。在A组的一场焦点之战中，首轮
比赛5比2大胜日照宇启的烟台队0比2不
敌青岛超级联赛冠军鲲鹏队，以小组第二名
晋级四强。

烟台足协主席宋安立表示：“胶东城市
足球联盟的建立，彰显出五城市在疫情之下
化危为机，迎难而上，本次赛事将实现五城
市一体推进、协同发展，共同构建区域足球
发展共同体，立起区域足球协同发展的新标
杆。”据了解，首届胶东杯足球赛是在国家推
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山东省加快胶东
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举办的，也是
胶东城市足球联盟发展的成果体现。

在首届胶东杯足球赛首轮比赛中，烟
台队 5比 2大胜日照宇启。10月 2日第
二轮比赛，烟台队轮空。在10月11日进
行的第三轮比赛中，由于伤病和工作等
原因，烟台队只有 13 名队员到场参赛，
赛前主教练邵鹏在可用队员捉襟见肘的
情况下制定了防守反击的策略。开场后
青岛鲲鹏队迅速进入状态，屡屡在烟台队
大禁区两侧发动攻势。第20分钟，青岛
队3号队员头球吊射远角得分，打破了场
上僵局。失球后的烟台队并未慌乱，面对
对手如潮的进攻，在继续做好防守的同
时，烟台队通过积极的逼抢和有序的协防

打得不慌不忙，王泽鑫和杨勇的远射时常
威胁着青岛队的大门。比赛进行到第55
分钟时，对方5号队员在禁区线上凌空抽
射，皮球击中横梁后打在守门员身上弹入
球门。后面的比赛双方均无建树，2比 0
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烟台足协秘书长、烟台队领队郝忠波表
示：“烟台足协非常珍惜此次参赛机会，将在
比赛中打出风格和水平，同时积极宣传推介

烟台城市足球文化，展现港城良好风貌。”。
而烟台也将与其他四市一起，共同将胶东杯
足球赛打造成为胶东地区传统性、品牌性足
球赛事，成为向全国推广“胶东足球经验”的
典型代表。

在同日进行的B组比赛中，潍坊队大
比分击败威海队。接下来将进行激烈的半
决赛，由青岛队对阵潍坊队，莱西队迎战烟
台队，具体比赛时间待定。

胶东杯足球赛烟台队晋级四强

牟平实验中学第六届阳光体育运动会16日举行。
运动会以趣味性合作性为主，充分体现“全员性、趣味
性、竞技性”的特点，加大体育拓展与延伸，在锻炼中提
高学生的心理素质、身体素质。

通讯员 李玉春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摄

据新华社北京电 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
式近日在苏州举行。本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共评出节目奖
5个、表演奖6个、文学奖4个、新人奖5个。

据介绍，为褒扬在曲艺艺术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为曲
艺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曲艺家，经中国文联研究决定，特
授予南音表演艺术家、理论家苏统谋，评书表演艺术家刘
兰芳，苏州评弹表演艺术家邢晏春“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
艺艺术家”荣誉称号。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
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

中国曲艺牡丹奖
在苏州颁奖

据新华社北京电 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华
博物通考》出版工作16日在京启动，作为海内外第一部
系统梳理中华民族物态文明的原创性博物百科全书，该
书将对中华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古代文明成果、中国
传统物态文化知识体系进行集中诠释与源流考证，填补
中华博物类大型图书的空白。

据《中华博物通考》编委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长王春法介绍，全书以史论综述中国历代名物源流与发
展演变，以考古文物印证中国历代文献中的实物记载，以
辞目详列本名、异名、俗名、概称、特称等，内容涉及天文
地理、渔猎农耕、居处宫室、交通行旅、工艺制造、民俗礼
制等各个方面，涵盖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
新成果。全书共计 36 编 50 卷，收录辞目 8 万多条、
2500 万字、逾 2 万幅图。该丛书计划于2021年10月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华博物通考》
出版工作启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言芳
亚利） 为倡导“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的生活理念，
推动全民健身加速驶入快车道，10月17日上午7点，栖
霞市“中心花园杯”环长春湖健步走比赛在该市滨湖公
园拉开序幕。

本次栖霞市“中心花园杯”环长春湖健步走比赛由烟
台栖霞太虚宫旅游有限公司主办，栖霞市老年体协协办，
烟台银云置业有限公司（栖霞·中心花园）赞助，旨在进一
步促进体育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推动栖霞市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栖霞旅游对外影响力，进一步擦亮
该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国苹果之都”城市名片，
是栖霞市生态旅游与运动休闲的一次完美融合。

本次健步走比赛全程共5公里，青山绿水间，既锻炼
了身体，又带来了精神享受。比赛为健身休闲项目，设
计时奖和优秀奖。一个多小时后，所有健步走选手都安
全到达终点并举行了颁奖仪式，为本次健步走比赛中男
子前40名和女子前50名参赛选手颁发了奖牌和奖品。

近年来，栖霞市致力打造休闲活力之城。为让整座
城市“动起来”，该市深入推进“旅游+体育”深入整合，开
展了一大批独具特色、颇具影响、深受群众喜爱的体育
赛事活动。接下来该市将继续举办“东盛杯”越野摩托
车耐力赛等体育活动。

栖霞市举办
环长春湖健步走

本报讯 (通讯员 常瀞文 YMG全媒体
记者 杨春娜) 中国话剧扛鼎之作，陈忠实最
满意版本，陕西人艺话剧《白鹿原》将于10月
22日、23日19:30在烟台大剧院震撼开演。

《白鹿原》是陕西本土作家陈忠实的代
表作，共50余万字，历时六年完成。该小说
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
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
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多
年以来《白鹿原》被无数次改编成影视剧、话

剧、秦腔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而陕西人
艺版《白鹿原》是陈老先生及全家人唯一集
体认可的《白鹿原》舞台版本。陈忠实全家
人观演后，长女陈黎黎几度哽咽连说了三遍

“很满意”。
此版《白鹿原》口碑与赞誉的背后是陕

西人艺的共识：“以忠实纪念忠实”。中国当
代最具影响力的编剧孟冰老师看似随意却
深藏匠心、道似寻常却苦心孤诣巧夺天工的
剧情设置让观众深刻体会满口留香的韵
味。导演胡宗琪紧紧把握对生命的痛处与

叹息，在导演语汇中处处体现着真实的人
性、残酷的命运以及悲悯的情怀，精心设计
了很多意料之外的鲜活表达给观众身临其
境的戏剧体验。此剧在舞美设计融入时代、
地域、风情、民俗诸多元素，浸透着传统关中
文化的精魂。另外，音乐的运用极其细腻高
级，不露声色地烘托着故事的命运、人物的
内心及戏剧的情绪，在观众的情感堆彻到无
以复加的时候，一下把大家推倒在恣意汪洋
的滚滚情绪里无法自拔。同时这一版采用
了地道的关中方言设计，去掉了台词上的腔

调感，使角色们个个找到了灵魂，这是《白鹿
原》的一种奇有的语汇，使地方特色成为一
种“气场”。语言的原生态无形中成为这部
戏剧的文化本色，它是古老家族世代单传的

“文化秘籍”。“如果说小说《白鹿原》是一个
民族的秘史，那么话剧《白鹿原》就是对民族
秘史的一次极致的形象透视。”媒体如此称
赞这部话剧。

关注“烟台大剧院”“福山剧院”微信公
众号，“烟台大剧院管家”订阅号，可随时随
地查询演出信息，购票更有优惠。

话剧巅峰之作——

《白鹿原》下周登陆烟台大剧院

话
剧
《
白
鹿
原
》
剧
照
。

2020—2021赛季CBA联赛昨日打
响，青岛国信海天队以102比94战胜苏
州肯帝亚队。图为青岛国信海天队球
员王庆明（中）在比赛中投篮。 新华社

烟台队员（左二）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