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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80)

对了，你看我这人，忘了跟你说清楚他是
谁，也忘了告诉你他的身份——现在马上告诉
你，那样往下说故事你会心中有数——他叫邵
达元，他是当年于绍夫的老师和领导。那时，
他是莱阳农学院园艺系主任，于绍夫跟他读完
大学又给他当助手，后来，你已经知道，他领着
于绍夫他们从莱阳农学院转移工作的选择，再
后来，他当上了烟台果树技术推广站的站长。
从他这个路线图上，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资历有
多深，要不，他也不敢自己出头做那样一件轰
动果树界的大事。这里还要做个解释，此前，
我也弄不明白，我把烟台果树站和烟台果科所
两家弄混了，后来才知道，这两家的工作性质
完全不同。顾名思义，果树技术推广站是做推
广技术工作的；而果树科学研究所，是专门研
究果树技术的。我被它们的简称果树站和果

科所迷惑，而且县一级没有果科所，再加
上我粗枝大叶，以致糊涂了一段时间

——好在后来我自己弄明白了，在这里也说明
白了，读者朋友便不至于像我一样傻傻分不清
——这于我于你而言都是好事，好在哪里？就
是下面告诉你的秘密：“邵达元从别人碗里抢
了块肉!”这个秘密连着第二个秘密：“这块肉不
是果树研究部门的专利!”第二个秘密连着第三
个秘密：“科学研究没有界线，能者为王，惠及
大众!”

邵达元虽然费力却清晰地在我面前叙述
着那段他记忆中的历史印象，他说：“于绍夫是
烟台苹果的第一功臣，当年他随农业部、辽宁
所的邱毓彬、河南所的马宝坤坐飞机到日本，
引进了三个红富士品种，‘长富2’‘长富6’和

‘秋富1’，‘秋富1’是秋田县的，回来后，把果科
所的一些苹果高接换头，第三年结果子，一看
不错，全烟台市推广。他们把接穗发到各县市
去，叫各县市也搞高接换头。因为红富士好看
好吃又卖钱多，很受群众的欢迎，所以就发展

得很快，很快发展到20多万亩。”
说到这里，他特意把头抬了抬，略微歪的

肚子正了些，样子有些笨重，语调也变得厚重，
他说一句就停一下，意思是让我有时间领会明
白他的意思。他说了下面三句话，我将它们分
成三段，以便我不用词语修饰，你也能领会他
那时说话的心境和用意。他说∶“我想，好的东
西变化，难道只有日本才有吗？我们20万亩，
难道没有变好的吗？”

“我是搞技术推广的，难道就不能搞科研？!”
“我们老百姓种红富士，为的是发财挣钱，

我们要把好的东西给老百姓，不管是谁，能给
老百姓好东西就行。”

他眼睛明亮，精神头来了，下面他说的那
些故事，我想，都能从他这三句话里找到答案，
不用我再解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
解释都是蹩脚的。

1991年，红富士进入烟台十年头上，邵达
元开始了他的选育新品种之旅——前面已经
说过，选育法育苗时间短，见效快，而邵达元与
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选育的面积大
——般科研人员，只从一个区域或者两三个区
域选择变异果枝，范围有限，而邵达元是从整
个烟台市20万亩苹果园中选择变异枝，其范围
之大前所未有，而其结果便是成功几率之高，
前所未有。从某种意义上说，邵达元进行的大
范围选取变异枝条的设计，在苹果育种史上应
该是浓墨重彩的一个大手笔。

他下通知给各县市区的果树站，选择红富
士变异好的果枝送到市果树站，他在蓬莱湾子
口找了一块七亩短枝国光园，建起了红富士的
复选园。湾子口，在蓬莱城东不远处，当年，我
到蓬莱采访时，从蓬莱城东向东望去，一片茫
茫，朦朦胧胧的蜃气中，隐约有点村庄的影子，
感觉也就是那个时候，邵达元在那里建起了复
选园。所谓的复选，就是在红富士的基础上再
选出变异优质的红富士，它的系列仍然是红富
士一族而不是杂交的新族群。各县市区接到
通知后不敢怠慢，派人深入各乡镇村果园遴选
表现特别的红富士母树，然后从母树上剪下枝
条送到烟台果树站。邵达元在这些枝条当中
选择，然后亲自到一些重要的苹果产区进行核
查，看母树，选接穗。他到牟平观水去，按照范
国玺的指引，到果园里去考察。范国玺说∶“我
领你看几棵母树，你看了一定会喜欢。它们结
的红富士有90公分的大小。”邵达元从这些母
树上剪下了枝条，看了又看，说：“说不定这些
是复选园中最有前途的!”

邵达元跟湾子口谈判，既然你看中了人家
的优质果园，要在这里办全烟台市的复选园，
人家自然欢迎再加上欢迎——原因很简单，人
家找个地不容易，而我这个地就是风水宝地。
你只要用了，肯定不会少了我们的利益。

邵达元为什么要集中全烟台市的变异红
富士枝条在湾子口建立复选园呢，是他好大喜
功吗?还是另有他图?两者都不是。理由第一

条是在上面的第三段里说的“不管是谁，
能给老百姓好东西就行”，第二条理由便
是集中在一个地方统一接穗，统一肥水，统一
打药，统一浇水，完全做到全统一，就可以比较
出哪一棵母树变异的品质优异，可以作为新品
种推广，而湾子口这块果园正符合这种统一管
理的要求，它果园里全是短枝国光，而且生长
的很整齐，肥水管理条件也好，很中邵达元的
意。他对湾子口的崔书记说：“你别看不起我
的工作，如果选出好品种来，你湾子口就发财
了。”崔书记本来以为是上级选了这块园子，就
应该给上级用，可没想到还会发财，只是眼前
不行，是不是画了个饼，他不知道，但他知道，
如果这一饼不成，上级必不会亏待湾子口。他
把眼睛瞪得滴溜圆，问∶“怎么发财？得几年？”

“三年结果，五年发财!”
湾子口村的人高兴了，书记下令，好好配合

邵达元的工作，果园队全力以赴，“邵站长说什
么都要一点不差地做到，不能打半点折扣。”崔
书记说，“技术上，要精心小心，让邵站长满意!”

他又在邵达元眼前，把自己的果园队美
言了几句，还请邵达元多加
指导包涵。生活上更是无微
不至。湾子口在海边，有自
己的渔船和小港，什么海参、
对虾、各种应时鲜鱼，只要邵
达元他们去了，一定是做好
菜好饭……

11 月 21 日 ，
在湖南省青少年
活动中心，小选手
在中国舞比赛前
化妆。

当日，“我和
我的祖国”第十一
届湖南省少儿才
艺大赛艺术项目
总决赛在位于长
沙的湖南省青少
年活动中心拉开
帷幕。

新华社

11 月 21 日，在
上 海 大 学 博 物 馆

“三星堆：人与神的
世界”特展上展出
的 国 家 一 级 文 物

“铜人头像”。
当 日 ，“ 三 星

堆：人与神的世界”
特展在上海大学博
物 馆 开 幕 。 16 件
（套）展品和丰富的
图文资料，展示了
三星堆文明的青铜
文化、玉文化、自然
崇拜以及与古蜀文
明 又 一 发 展 高 峰
——金沙遗址的内
在联系。新华社

新华社广州11月21日电 在第三届
亚洲青年运动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亚
青会组委会21日发布了会徽、主题口号
和吉祥物。

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汕头
亚青会的会徽、主题口号和吉祥物一一
亮相。组委会资料显示，主题口号“潮·
起汕头 韵·动亚洲”融合体育精神、中国
文化和汕头特色元素，既寓意底蕴厚重
的潮汕文化和汕头特区勇立时代潮头，
也用谐音体现亚青会引领新时期亚洲青
年运动潮流。

会徽取材于潮汕地区华侨华人远渡
重洋时乘坐的“红头船”，图形展现了亚
洲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吉祥物

“金凤娃”以汕头市花金凤花为原型，融
入潮汕民居“厝角头”、船头鞋等地方文
化元素，通过拟人手法变化成一个金凤
花娃的形象。

第三届亚青会的场馆建设正全力推

进。汕头亚青会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陈
宇航说，亚青会共新建场馆2个、升级改
造场馆20个，承担开、闭幕式的亚青会
主场馆项目和运动员村合计完成总工程
量的60%。

“亚青会主场馆项目的体育场和体
育馆9月完成钢结构及二次结构的施工，
进入精装修、预制看台吊装、金属屋面、
幕墙等面层的施工，会议中心已开始钢
结构施工，室外训练场已完成主体结构
的施工。”中建八局亚青会体育场馆项目
部生产经理唐宇说。

汕头市游泳跳水馆改建项目的“形
象进度墙”显示，今年1月，工地上仅有
游泳、跳水两馆的旧馆，到了11月，综合
训练馆、水球馆、乒乓球馆、教学楼、宿舍
楼等新建建筑已拔地而起。

汕头亚青会组委会计划11月启动第
一次参赛报名，明年1月启动第二次参赛
报名，明年4月召开代表团团长大会。

明年4月召开代表团团长大会

新华社广州11月21日电 2021年第
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组织委员会21日在
广东汕头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汕头亚青会
的筹办工作进入新阶段。

汕头亚青会组委会由国家体育总局
局长苟仲文和广东省省长马兴瑞担任
主席。

亚奥理事会主席谢赫·艾哈迈德·法
赫德·萨巴赫向大会发来贺信。他在贺
信中说，亚奥理事会衷心祝贺第三届亚
洲青年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和倒

计时一周年庆祝活动的举行，“2021年我
们将一同呈现一场鼓舞人心、无比成功
的亚青会”。

亚青会组委会副主席、汕头市市长
郑剑戈说，汕头将竭尽所能把第三届亚
青会办成一届展示中国气派、广东风采、
汕头魅力的体育盛会。

2019年3月，汕头获得2021年第三
届亚洲青年运动会举办权。汕头亚青会
将于2021年11月20日至28日举行，共
设置18个竞赛大项、158个小项。

第三届亚青会
组委会成立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为纪念钱钟书诞辰110周年，
一部由钱钟书选定、杨绛抄录的
唐诗手稿，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整
理排印成书，21日正式发布。

钱钟书在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方面著述丰赡，其中《宋
诗选注》一书出版发行60余
年，是受到学术界赞誉和大众
读者好评的经典选本。作为
品读唐诗和书法习字的“日
课”，自20世纪80年代起，钱
杨伉俪以《全唐诗》为底本，进
行唐诗选录，最终形成了“钱
选杨抄”的“全唐诗录”九册手
稿，在尘封数十年后得以正式
出版。

《钱钟书选唐诗》共选录
308位诗人的1997首（句）作
品，其中，白居易以184首作
品超过杜甫（选录174首）位
列第一；既选了大量以创作闻
名的诗人的作品，也选了像唐

明皇、章怀太子等非诗人的
作品；既选了思想性强的如
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和

“三别”等诗作，也选了像韩
愈的《嘲鼾睡》这类有趣味性
的作品。

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
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
思理见胜”；“诗之情韵气脉须
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
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
……”这些被看成他选诗的主
要依据。

专家认为，《钱钟书选唐
诗》充分体现了钱选唐诗的主
观立场和独特视角，是相关领
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同时，近
2000首作品的体量，比较全
面地呈现了唐代诗歌的艺术
特征和风格状貌，也为大众读
者研读欣赏唐诗这座中国文
学史上的高峰，提供了更完备
的选本。

纪念钱钟书诞辰110周年

《钱钟书选唐诗》出版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0日
电 20日，2020-2021世界花
样滑冰大奖赛俄罗斯站在莫
斯科展开角逐。俄罗斯新星
科斯托娜娅技压群芳，领跑女
子单人滑。格鲁吉亚名将克
维特拉什维利位列男子单人
滑头名。米什娜/加利亚莫夫
排在双人第一位，斯尼金娜/
卡特萨拉波夫获得冰舞韵律
舞第一。

科斯托娜娅拿出了一套

干净利落的短节目，以高质量
完成的两周半跳、勾手三周以
及内点冰三周接三周连跳，拿
到了总分78.84，领跑女单。

克维特拉什维利以99.56
分力压诸多东道主选手，获得
男子单人滑第一。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
奖赛系列被缩减，这次俄罗斯
站参赛选手绝大多数来自俄
罗斯，少数来自东欧国家的选
手也参加了比赛。

花滑俄罗斯杯

科斯托娜娅领跑女单

新华社多哈 11 月 21 日
电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足
球赛 21 日迎来倒计时两周
年。卡塔尔方面表示，目前所
有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
90%。

在为卡塔尔世界杯新建
的球场中，三座已经正式启用，
并累计举办了超过100场比

赛。此外，还有三座球场已经
进入了最后施工阶段，剩余两
座球场也将会在2021年竣工。

据悉，卡塔尔的其他基础
建设也在加紧推进中，包括多
哈地铁项目，而新建道路以及
扩建的哈马德国际机场，都将
为 2022年预计超过 5000万
的游客到访做足准备。

卡塔尔世界杯

昨日迎来倒计时两周年

国际国际乒乒联总决赛联总决赛：：

晋级晋级
11 月 21 日 ，

研学营的小学生
们在体验漳州市
布袋木偶传承保
护中心带来的布
袋老虎木偶。

当日，由福建
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的“2020两岸
青少年木偶传承
研学营”活动在福
建省福州市正式
启动。新华社

11 月 21
日，樊振东在比
赛中发球。

当日，在郑
州进行的 2020
国际乒联总决
赛男子单打半
决赛中，中国选
手 樊 振 东 以 4
比 1 战 胜 韩 国
选手张禹珍，晋
级决赛。

新华社

11 月 21
日，陈梦在比赛
中回球失误后。

正 在 河 南
郑 州 举 行 的
2020 国际乒联
总决赛 21 日进
行了女单半决
赛的争夺，陈梦
和王曼昱均以
4:0 分别战胜孙
颖莎和日本选
手伊藤美诚，会
师女单决赛。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