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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81）

他是一个大学者，我第一次知道，欧洲人
喜欢吃的苹果是酸的，而我们亚洲人喜欢吃的
苹果是甜的……我知道他杂交的品种，就是先
在小草沟，后在他家乡，最后在湾子口培育成
功的“福丽”苹果，不用套袋，在2017 年以165
万元的转让费，转让给上海一家农业科技公
司，在我国第一次开了苹果育种转让成功的先
河;我还知道，他先后杂交成功了16个苹果新
品种。作为大学教授，他培养了五位博士、47
位硕士，获山东省科技发明二等奖和科技进步
三等奖各一项。但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
杂交成功了一种皮绿瓤红的苹果，看着漂亮，
吃着甜美。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他给我罗列了他
的团队另外12个人的名单：王善广、王然、祝
年、王彩虹、张玉刚、梁美霞（鲁东大学）、柏素
花、孙晓红、侯洪民、刘源霞、孙欣……我相信，
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有很多酸甜苦辣的故事

……戴洪义和他的团队，向世界证明，我
们中国也能杂交成功很好的苹果新品种!

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烟台也会种上这些新
品种，我们的餐桌上，也会看到红瓤绿皮的中
国苹果……

"关于烟富系列品种选育，是邵达元做
的。"告别时，再一次提及湾子口，他说：“你可
以到那里去采访一下!”……哦，忘了告诉你，
采写《红苹果》的2018年，邵达元87岁，于绍
夫79岁，人生如此高龄，且如此清晰地记得当
年的观点和事情，特别是邵达元“把好东西给
老百姓”的观念，一直让我思考不已……他们
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却留下了自己的追求和
人生的向往，留下了写在书本上和大地上的人
生智慧，还有对后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启迪……
他俩都住在烟台福利院慈心楼里，而且都住在
同一层，却互相不知道对方都在这同一层楼上
相隔几十米的两个不同的房间里!

那天采访湾子口，告别蓬莱时，“人间仙
境”隐入一片淡淡的雾霭中……

勿庸讳言，烟台苹果苗木的发展，不仅为
烟台，也为全国提供了大量优质苗木。“近水楼

台先得月”，有了这样的好苹果苗子，烟台的苹
果生产当然要走在全国前列了。

也许你要问，光有好苗子就行了吗？答案
当然是否定的。

那么，下面，我就向你报告——好苗子进
入大田种植之后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烟台的
果农和领导、技术人员是怎么解决的，是怎么
解放生产力、推动苹果大发展的。这就是第四
部：“田园交响”。

如果你有雅兴，可以听一首贝多芬的交响
曲《田园》，再看第四部“田园交响”里第十章的

“元峰果业公司为果农服务，推动果业发展的
奥秘。”

第四部 田园交响

苹果的大田生产是一个综合性的“高科
技”产业，从小苗进入大田的生产期之后，年年
岁岁，都需要循环进行修剪、刻芽、芽前补肥、
芽前浇水、花前夏剪、壁峰授粉、打药、疏果、膨
大期追肥、套袋、划割行间草、拉枝、脱袋前浇
水、脱袋、垫果、摘叶、铺反光膜、转果、采摘、
秋施基肥、清理果园、越冬保护等等二十三四
道工序的管理，每一道工序都含糊不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热火朝天的
烟台广大农村果业生产的画面上，你会看到，
这里有为广大果农提供生资服务的公司，有为
果农创造新技术新成果的技术人员，还有一心

一意，“拿着集体的事情当自家事干”的村支部
书记……他们作为大田生产的组织者、引导
者、领导者，带领着烟台果农演奏了优美的烟
台苹果“田园交响曲”。

第十章

……李启元讲完了之后，大声问∶“还有不
明白的没有?”大家说：“都知道了——卖药
吧。”一个大高个的年轻人，挤到农用车前，举
着一沓红色的百元大钞，对沙峰说：“来，头一
份卖给我，图个吉利!”沙峰说∶“先得李所长开
条，看看你要多少斤水的?”李启元说：“不用开
条子，咱俩都拿药，你再收钱记着账就行了。”
接着，他们就拿出准备好的塑料袋。

……留下一个沙峰，独自在黄昏里，呆呆
地看着蓬菜阁，看着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为什么叫‘元峰’，不就是跟师傅的名字
各取一个字嘛，虽然‘元’和‘峰’都有多种美好
的解释，连在一起有更美好的想法和解释，但
在我沙峰心里，只想跟师傅的名字连在一起，
是想跟师傅干一辈子啊。”那天晚上，沙峰想了
一夜∶“可刚刚成立起合作社还不到一年，师傅
就走了……沙峰啊，以后的公司怎么办?以后
的日子怎么过？……”

这一夜的煎熬里都有多少撞击，多少无
奈，多少叹息，思想的小路上走过了多少崎岖
的山岭，脑海里翻腾过多少滔天的巨浪和可怕
的风暴，转换着多少山穷水尽的绝境和柳暗花

明的憧憬，乃至于奋勇而起的呐喊和男
子汉刚性的锻炼，我们都不得而知，也不
可能在沙峰之外有第二个人知道!人们只知道
一个具体的细节：第二天的太阳终于露面了，
沙峰拿起手机，给正在栖霞推销农资的闫长征
打去了电话……

算起来快十年了，沙峰依然忘不了当年跟
师傅分道那种撕裂的感觉是多么的绝望。那
是冬日的黄昏，夕阳趴在遥远的西方地平线的
小山头上，像是夏日那样有些刺眼。近处的雪
野斑斑驳驳，黄一块黑一块连在一起，捧着一
堆堆边缘结了冻的不规则的白雪。沙峰觉得
今天的太阳很有些特别，红得有些像血，而且
落得特别慢，像是跟自己依依惜别。远处的蓬
莱阁一改往日晚霞映海的那种美丽壮观，继而
代之的是一片一片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灰蒙
蒙的云团，在普照楼上空盯着这片田野上发生
的事情。没有风，它们似走非走，欲走还休。
夜色从高天向下悄悄地侵略着天空的亮度，不
知不觉间，暮色用飞翔的翅膀在沙峰面前描绘
着黑的棉纱，一丝丝一团团把远处村庄的白色
炊烟化成了轻纱，轻轻地覆盖着蓬莱市博展国
际商贸城偌大的躯体，不远处
的公路上，有一辆车驶过，平日
里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声被放大
成了隆隆声灌进沙峰的耳
朵。他的心像越来越浓的夜
色，越来越沉。（未完待续）

新 华 社 11 月 29 日 电
2020高校百英里接力赛总决
赛日前在上海收官。

经过长达9小时54分14
秒的加速接力，来自清华大学

“无体育，不清华”赛队全体队
员均发挥稳定，一举夺得年度
总冠军，兰州大学“马孔多战
队”以及北京理工大学“北理
青藤队”分获第二、三名。

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
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
大学等高校的14支队伍从二
百余支赛队中脱颖而出晋级

总决赛。
100英里（约160公里）的

长距离接力赛不仅可以看到
高校选手在赛场上的耐力和爆
发力，也可以看出他们往日为
比赛所做的大量训练积累的运
动素质和队友之间的默契。

本年度赛事主办方将疫
情防控工作置于办赛首位，严
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为确
保比赛现场安全，营造安全比
赛环境，所有参赛者和赛事工
作人员均需完成核酸检测并
提供赛前3日内核酸阴性检
测报告。

高校百英里接力赛总决赛

清华大学获冠军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申吉忠 摄
影报道)11月28日，著名演员刘晓庆在烟台
大剧院演出话剧《风华绝代》。这部由田沁
鑫执导、刘晓庆主演、天津人艺共同打造的
传奇剧目，在全国巡演历经多个城市后，在
烟台的演出成为剧目巡演的第200场。

话剧《风华绝代》讲述了清末女子赛金
花护国救民的故事。刘晓庆扮演的赛金花

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个从花船上的
雏妓成为“状元夫人”，又陪夫君出使欧洲
成为“公使夫人”，又在八国联军进京的浩
劫中成为“乱世女杰”，其一生三次嫁作人
妇，三番沦入风尘的故事，堪称传奇中的传
奇。

该剧通过赛金花与刘晓庆隔空对话的
形式，将刘晓庆的个人演艺生涯融入其中。

刘晓庆主刘晓庆主演话剧演话剧
《风华绝代》精彩上演

新华社厦门11月28日电 第33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 28日晚在福建厦门揭晓。
陈可辛执导的《夺冠》斩获最佳故事片奖、最
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三个奖项，成为当
晚最大赢家。

黄晓明凭《烈火英雄》获最佳男主角
奖，周冬雨凭《少年的你》获最佳女主角
奖。《白云之下》导演王瑞斩获最佳导演
奖。《我和我的祖国》获本届金鸡奖评委会
特别奖。

凭着《夺冠》，张冀摘最佳编剧奖、赵
晓时获最佳摄影奖。印小天凭《烈火英
雄》获最佳男配角奖，袁泉凭《中国机长》
获最佳女配角奖。

《我的喜马拉雅》获最佳中小成本故
事片奖，申奥凭《受益人》获最佳导演处女
作奖。最佳儿童片奖颁给了《点点星光》，
最佳戏曲片奖颁给了《贞观盛世》，最佳纪
录/科教片颁给了《掬水月在手》，最佳美
术片奖颁给了《哪吒之魔童降世》。

此外，吴江凭《只有芸知道》获最佳录
音奖，宋军、东智良、郭钟山凭《解放·终局
营救》获最佳美术奖，张一博凭《少年的

你》获最佳剪辑奖，最佳音乐奖空缺。
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丁荫楠、赵焕章、金

迪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表彰。
“感谢伟大的时代，让我们得以为电

影奉献终身。”丁荫楠说，作为电影人是幸
福的，拍电影就是灵魂的表达、价值的表
达、时代的表达。中国电影的未来，不仅
在中国，还要走向世界。

诞生于 1981 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
是中国电影的“专家奖”。今年是中国电
影金鸡奖恢复一年一评的开局之年。

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揭晓

《夺冠》成最大赢家

本报讯(通讯员 张益忠
摄影报道)为营造全民健身氛
围，充分发挥体育运动的引导
力和凝聚力，烟台市篮球协会
部分球员日前赴莱州与莱州
篮协队伍进行了一场篮球友
谊赛。这是我市“篮球下基层
送温暖活动”的第一站，活动
取得了圆满成功。

整场友谊赛高潮迭起，充
满着和谐的气氛。比赛过程
中，球员们相互协作，携手攻
防，运球投篮英姿飒爽，展示了
各自风采，大家都沉浸在欢快
地比拼中。“大家聚在一起切磋
球技，在赛场上以球会友，充分
交流沟通学习，不仅建立了深

厚友谊，还提高了球技。总之，
通过这次篮球友谊赛，我们收
获很多。”快乐男孩队球员董
长青说。

根据烟台市体育局的倡
导，烟台市篮球协会主动走进
社区开展全民健身指导工作，
共同发展烟台篮球运动，提高
技战术水平。本次莱州站的
活动由烟台篮球协会和莱州
篮球协会共同主办，是我市

“篮球下基层送温暖活动”的
第一站，旨在为全民健身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发挥篮球协
会在全民健身中的积极引领
作用，满足广大群众对篮球活
动的热爱。

市篮球协会
下基层送温暖

《《风华绝代风华绝代》》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新华社伦敦11月28日电
中国名将丁俊晖28日在斯诺
克英锦赛第二轮中5:6不敌
英格兰选手格雷斯，卫冕之路
就此止步。

世界排名第10的丁俊晖
当日在5:3领先的情况下被
对手连扳3局，无缘英锦赛第
三轮。世界排名第65位的格
雷斯赛后坦言，丁俊晖并不在
最佳状态，“即便如此，你也必
须发挥出色才敢想一想赢他
的可能”。格雷斯还表示，依
照对手实力衡量，这算得上他
职业生涯最棒的一场胜利。

赛后接受BBC（英国广播
公司）采访时，33岁的中国头
号球手则重申了对于观众有可

能被允许现场观战的担忧。“我
百分之百不会感到安全。”

英格兰为遏制新冠肺炎
疫情反弹实施的第二次全面
封锁12月2日就将结束，之后
将进入三级分区防疫管制，其
中属于一级和二级管制的地
区可小规模迎接观众回归体
育赛事现场。

英锦赛赛场所属的地区
被列入二级管制地区，这意味
着比赛后半程可以允许部分
观众入场，但主办方目前还没
有透露他们的意向。另外，大
师赛举办地伦敦也属于二级
管制地区，明年1月进行的这
一邀请赛显然有更多时间为
迎接观众进行准备。

丁俊晖止步
斯诺克英锦赛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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