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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
□ 王树增

短短四年演绎人类历史上的传奇———

风起陇西
□ 马伯庸

三国豪杰们的潜伏与暗战———

中央军委的电报连续到
达。电报明确指出陈谢集团
渡河后，主攻方向不应该向
东，而应该向西，洛阳地区不

应该使用主力。陈谢集团立即全力向西。
在东线留下了秦基伟的第九纵队，

目的是给敌人造成主力仍在豫西的错
觉，以牵制住国民党军东线李铁军兵团。

第九纵队的转战历尽艰难。对于共
产党军队来讲，黄河以南完全是新区。

在伊河附近，九纵险些遭到灭顶之
灾。九纵前指率二十五、二十七旅冒雨南
渡洛河，并开始攻击宜阳，而秦基伟率领
的纵队机关和数千民工正在伊河以北等
待渡河。晚上，秦基伟亲自带人查看水
情，夜间实在看不清楚，加上只有两只小
木筏，于是只好在河边宿营，等待天亮。
秦基伟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为了安全，
秦基伟让警卫营营长任登仕派一个排潜
出三里之外，向洛阳方向侦察警戒。第二
天，天还没亮，秦基伟就带着警卫员沿着
河边查看水情，天上飞来了飞机让他骤
然紧张起来。秦基伟正在琢磨，远处枪声
响了，是警卫营派出侦察排的那个方向。

最不想与敌人接触的时候，敌人来
了。秦基伟给警卫营下的命令是：“就地
抵抗，一步也不能退！”

营长任登仕带着两个连钻进青纱
帐，副营长王德远带着一个连上了北山
制高点。很快，警卫营就与围过来的一个

营的敌人接火了。
在黄镇的指挥下，机关、文工团和民

工队不顾一切地渡河。
夜幕再次降临时，九纵所有的人都

已转移到韩城附近，警卫营却一直没有
消息。秦基伟派出寻找警卫营的人仍旧
没有回音，秦基伟既焦虑又难过。半夜时
分，突然有战士闯了进来，是警卫营的！
战士刚喊了一声“司令员”，眼泪就掉了
下来。不一会儿，营长任登仕也回来了，
说伤亡一大堆，仗打得太窝囊。秦基伟
说：“谁说窝囊？这是胜仗！你们掩护了纵
队机关和这么多人安全过河，你们立了
大功！”

九月二十日，陈谢集团主力向西安
方向前进，计划夺取潼关、华阴、华县、渭
南、临潼、蓝田、商县、洛南、商南和山阳
诸县，建立陕东根据地。

该日，蒋介石到达西安。
到了十月，陈谢集团自南渡黄河以

来，已连续攻占县城十二座，歼灭国民党
军四万余人，控制了陇海铁路两百五十
公里的地段，割断了国民党军胡宗南与
顾祝同两大军事集团间的联系，调动了
进攻中原和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回援。初
步实现了中央军委预定的作战目标。

胡宗南的侧后被彻底搅乱了。
蒋介石也许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刘

邓、陈谢南渡黄河从解放区出击的行动，
远不像一些平庸的军事参谋们所说的那

样，是共产党军队走投无路的绝望逃窜，
也不像一些军事将领们所分析的那样，是
共产党为克服控制区内部的军事和经济
危机而进行的攻城略地，这实在是一次带
有战略意图的协同军事行动。尽管蒋介石
对这一行动将导致的后果还无法清晰地
判断，但排解不开的复杂心绪却是异常真
实的：毛泽东是个极难对付和揣摩的人。
一九三四年秋，他从江西瑞金的根据地跑
出来，国军上下都说赤匪在末路穷途之时
开始仓皇逃窜。可是，结果呢？结果让蒋介
石至今想起来还心惊胆寒。

酷暑七月，让陈毅、粟裕感到十分突
然的，是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发来的电
报：

……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
南，先攻费县，再攻邹(邹县)、滕(滕县)、临
(临城)、枣(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
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
以断其接济为主。……我军便不应再继
续采取集中兵力之方针，而应改取分路
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兵力，
或以两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
亦可……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突然改变了
一个月前要求陈粟不要分兵、坚持内线
歼敌的方针。

此时，就全国战场而言，山东依旧是
国共两军对峙最严重的地区。就军事形
势而言，陈毅、粟裕承担的压力最大。

今天开始连载马伯庸的
《风起陇西》，作品主要讲述
了三国时期魏蜀吴间谍精英
们之间的顶级斗智。

马伯庸，代表作有《她死在QQ上》、
《风起陇西》、《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

魏太和三年二月六日，魏国天水郡
上邽城。

陈恭在辰时梆子敲响时准时迈出家
门。他头上戴着一顶斗笠，身上穿的藏青
色长衫有些褪色但洗得却很干净，腰间
挂一个布包，里面装的是笔墨纸砚。陈恭
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装备，然后将门锁好，
推开院门走出去。

大街上人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
身覆黑甲的魏军士兵。他们排成长长的
队伍来回巡视街上行人的一举一动，整
齐划一的步伐在黄土街面上发出橐橐的
响声，仿佛在提醒过往的行人：现在是战
时。蜀魏两国去年打了两次大仗，今后也
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这让处于前线地带
的上邽城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敌人威胁，
不得不积极备战。

陈恭绕过这些军人，直接来到了马
贩子们所在的城东榷场。很多来自西凉
和朔北的马贩子在这里活动，面对这些
马匹，陈恭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只是一遍
又一遍地在各个围栏之间走来走去，拿
不定主意。终于，他注意到一家卖驴的围

栏上挂出的牌子有些奇特，那个牌子在
“驴”字的斜上方用淡墨轻轻地点了一
滴，像是在写字时无意洒上去的，不仔细
看根本看不出。

“这驴可是有主的？”
陈恭大声问，驴主匆忙走过来，点头

哈腰，连连称是。
“大爷，我这头驴卖五斛粟，要不就

是两匹帛。”
“太贵了，能便宜些吗？”
驴主赶紧摆出一张苦相，摊开两只

手：“大爷您行行好，这里是陇西，可比不
上咱们旧都富庶啊。”听到驴主这么说，
陈恭的眼神里闪过一道锐利的光芒，稍
现即逝，他缓缓回答道：“你说的旧都是
哪一个，洛阳还是长安？”

“当然是长安，赤帝的居所。”
陈恭听到他这么说，下意识地环顾

四周，发现没人注意他们两个的谈话。于
是陈恭让驴主将驴子牵出，从怀里掏出
五串大钱交给他。驴主千恩万谢地接过
钱，还殷勤地为驴子套上了一套驮具。

两个人目光交错，都会意地点了点头。
陈恭牵着驴子走到一处没人的角

落，将驴背上的驮具取下。这副驮具形状
是一个扁梯形，里侧用柳木围成一个框
架，外面再用熟牛皮蒙住，颇为坚韧。陈
恭把手伸到驮具的底座沿着边缝来回抚
摩，很快就发现其中一边的牛皮是可以
掀开的；他看看四下无人，将牛皮小心翼

翼地掀起一角，将手伸进驮具的空腹中，
取出一张折叠好的麻纸。陈恭将麻纸揣
到怀里的夹层中，接着把牛皮按原样蒙
好，若无其事地牵着驴走出来。

接下来他又走访了几家驴马贩子的
围栏，买了几匹牲口。太阳落山的时候直
接回到了自己的家。

当确认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以后，陈
恭把屏风拉到自己身后，然后跪到几案前
点燃蜡烛，掏出了藏在衣服夹层中的麻
纸。麻纸上密密麻麻全都是用蝇头隶体写
的字，其中分列了魏国内政外交、军队驻
防、经济变革、人事调动、民心波动等诸多
领域的二十余条情报，相当详尽，其中不
少条都属于高级别的机密资料。

事实上，除了天水太守府主记之外，
陈恭还有一个秘密身份，那就是蜀汉丞
相府司闻曹驻天水地区的间谍，主管关
陇地区曹魏情报的搜集工作。

司闻曹是蜀国特有的秘密情报部
门，隶属于丞相府，素以精干和高效率著
称；其功能就是对敌国情况进行搜集、传
递、整理并加以分析。早在南征期间，诸
葛亮就委派参军马谡在汉中亲自指导对
魏国的情报搜集工作。马谡以刘璋、张鲁
时期的旧班底为基础，设立了司闻曹，并
逐渐建立起了一张针对曹魏的缜密情报
网络。而陈恭从事的则是最为危险的卧
底工作，像他这样在敌国境内以假身份
活动的第一线情报人员被称为间谍。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商霄 赵明明 报道
本报泰安5月22日讯 21日至22日，由山东服

装职业学院承办的山东省第七届职业模特大赛，
在巍巍泰山脚下华丽上演。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菏泽可人模特艺术学校
的89号选手付超群和来自枣庄模特艺术学校的26
号选手李林娇分获男女组冠军；烟台艺星模特公
司的99号选手姜建杰和泰安天艺模特培训学校的
33号选手董岳分获男女组亚军；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的105号选手侯兆林和泰安天艺模特培训学校
的25号选手刘咏畅分获男女组季军。

比赛从4月份开始启动，全省上百家机构近千
名选手参加初赛，21家机构和单位的107名选手进
入复赛，最终45名选手进入了决赛。

省第七届职业模特大赛
华丽上演

当地时间5月21日，小牛队球员诺韦斯基(左)
封盖雷霆队球员杜兰特的上篮。当日，在NBA
西部决赛第三回合比赛中，达拉斯小牛队客场以
93：87战胜俄克拉荷马雷霆队，总比分以2：1领
先。 □新华社发

NBA西部决赛第三回合

小牛“顶翻”雷霆

据新华社柏林5月21日电 德国杯决赛21日
在柏林奥林匹克球场打响，德甲沙尔克04队5球血
洗德乙杜伊斯堡队，成功夺冠。

这是沙尔克04队历史上第5次夺得德国杯冠
军，与此同时，他们也确保了下赛季的欧罗巴联赛
资格。本场比赛，沙尔克04队取胜的功臣是亨特拉
尔和法尔范。前者攻入两球、实现一次助攻，后者
则助攻了前3个进球。

上图：5月21日，沙尔克04队队员及教练在颁
奖仪式上庆祝夺冠。

沙尔克04队夺得德国杯冠军

当地时间5月21日，泰国曼谷一家剧院上演猫
犬音乐剧Dog and Cat First on Stage:Thailand
Fantasy The Musichong，这是世界上首部由猫犬
主演的音乐剧。 □新华社/EPA欧新

世界首部猫犬音乐剧上演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在5月22日进行的苏迪曼杯首日比赛中，A
组的中国队4：1战胜德国队取得开门红。然而
在女单项目上，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王适娴0：2
不敌德国老将申克，让这场胜利略显缺憾。而
随着首日比赛中国队、印尼队女选手以裙装亮
相，“裙装令”这个敏感话题再次引发讨论。

“超级丹”全勤与否看安排

在混双徐晨、马晋为国羽先声夺人后，林
丹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出场，他的对手是曾
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上击败了陈金的茨维布
勒。在首局比赛中，林丹以21：10先下一城，
但第二局比赛的争夺极为激烈，林丹最终以
21：16取得了胜利。

赛后，林丹坦言自己没有打出最好状态，
“我觉得打成这样很正常，因为第一天适应这
样的比赛状态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今天的比
赛，我认为茨维布勒也并没有打到最好，可能
受到场地因素的影响，毕竟是第一场球。”

在以往几届苏杯上，林丹都是打满了所有
比赛。这次主场作战，球迷自然希望林丹不要
缺勤。对此，林丹表示，“作为运动员来讲，
要承认自己会有高潮和低潮期，而中国队出发
点比较高，必须拿冠军，更需要把自己的心态
调整好。自己全勤与否要看队伍的安排，先看
看自己的状态，如果没有伤病的影响我当然希
望能尽力打好每一场球。”

王适娴是“姐”就不哭了

首次出征苏杯不利的王适娴，在赛后痛哭
流涕，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受到了很大很大很

大的打击”。同时，一号女单的输球也引发了
国羽“一姐”缺失问题的讨论，赛后李永波妙
趣横生地回答说，“其实我们专业的不太讲
‘一姐’，业余的才这么说。王适娴才是个90
年出生的小孩，能是姐吗？是姐就不输球了，
是姐就不哭了。”

李永波表示，“王适娴输得比较可惜，她
非常年轻，而对手申克有很强的冲击能力，男
性化的打法力量和速度都不错，经验又丰富。
但团体赛还是看球队整体的发挥，输球也没有
关系，年轻选手需要经历挫折失败，一点点成
长起来。”

李永波认为王适娴输在了战术上，“王适
娴选择的战术有些缺陷，过于着急，进攻太
多，进攻多了就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跑动能力和
战术灵活的优势，造成的无谓失误过多，这跟
心态和战术上有一定关系。”

虽然没有拿过苏杯，但王适娴是亚运会、
全英公开赛冠军。李永波认为这场失利不会影
响王适娴的信心，“优秀运动员从小就要在失
败中成长。我们回去要一起看录像，一起分
析，分析之完继续做好上场的准备，我们会帮
助她。”

马晋穿裙子被赞漂亮

今年全英公开赛后，世界羽联颁布裙装令，
规定从5月开始的国际大赛，女选手必须身着裙
子出赛，期待以此让女选手变得更“漂亮”。不
过，政令一出便引来无数争议。

之前，世界羽联虽然松口说本届苏杯不用
必须穿裙子，但中国队、印尼队的女选手还是以
裙装出战。轻松获胜的中国混双选手徐晨、马晋
赛后甚至拿着“裙装令”开起了玩笑，马晋说，

“我一直就喜欢穿裙子。”徐晨则大声地称赞说，
“嗯，马晋穿裙子好看……”

李永波说，“世界羽联很多人不懂羽毛球，
做得不是很到位。我不反对世界羽联的建议，但
是需要充分讨论。”不过，李永波明确表示一旦
决议必须执行，中国羽毛球队肯定会遵守，他甚
至打趣说：“有些国家运动员的身材没有我们
好，她们能穿，我们为什么不能？”

对此，国际羽联第一副主席派山解释说，
“女子羽毛球在世界范围内不太流行，所以我
们才有了这个想法。从个人来说，我觉得裙装
能够给女子运动员带来更多赞助商，能够促进
这个项目的发展。”

■ 聚焦苏迪曼杯

苏迪曼杯首日比赛

中国队迎开门红 裙装令再引议论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青岛5月22日讯 在今天下午苏迪曼杯

中德之战后，世界羽联第一副主席派山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他表示不想通过简单地限制中国队来
拉平世界羽毛球运动水平的差距，“我们希望世
界各地羽毛球水平都能很好地发展。”

“‘一家独大’会让这个项目失去竞争力和活
力，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分析目前的世界
羽坛格局，派山认为，“如果中国队赢得了所有的
冠军，那这个项目就没有竞争了，也就没有了活
力。但是现在，中国队有可能在团体比赛中包揽
冠军，但在单打、双打比赛中，中国队还是有很
多、很强的竞争对手存在的，今天的女单比赛就
是例子。”

对此，派山表示，国际羽联不会针对中国队

制定所谓的限制措施，“国际羽联是不会限制
好的队员发展的，我们只是希望最优秀的运动
员在比赛中获胜，绝不会设立特别规则，让中
国和亚洲国家失去优势，通过遏制优秀运动员
来让世界羽毛球水平平衡是很不科学的。”

不过，派山表示会采取系列措施拉近这种
差距，“我们会想办法去促进欧洲等地的羽毛
球发展，比如计划设立发展委员会、培训中心
等，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到羽毛球项目
中，有更多的国家强大起来。当然，我们也希
望中国羽协派优秀的教练员到世界各国培训运
动员。”

派山还透露说，目前有澳大利亚、马来西
亚提出了申办下届苏迪曼杯的意向，国际羽联
将于今年12月决定举办城市。

国际羽联：不会针对中国队制定限制措施

据新华社马德里5月21日电 C·罗纳尔多
21日晚的两个进球助皇家马德里队在西甲最后
一轮比赛中，以8：1大胜阿尔梅里亚，葡萄牙人
勇夺西甲金靴和欧洲金靴。老牌强队拉科鲁尼
亚则不幸成为本赛季最后一支降级队。

作为本赛季在伯纳乌的最后一战，皇家马
德里全队为主场球迷奉献了一场进球盛宴。本
泽马梅开二度，下赛季可能告别马德里的阿德
巴约上演帽子戏法，二队小将何塞鲁也在最后
时刻锦上添花。已经降级的阿尔梅里亚则只是
在第33分钟由乌切打入挽回颜面的一球。

奉献了三次助攻的C罗则凭借当晚的两个
进球将自己本赛季的联赛进球数扩大到历史性
的40球，此外在《马卡报》的统计中他以41球成
为联赛最佳射手，并成为西甲历史上进球效率
最高的球员，平均每70 . 7分钟便打入一球。本场

也是皇马老门将杜德克的告别赛，首发的波兰
人在赛前获得了俱乐部颁给的纪念奖，下半场
被换下时还赢得了队友的列队欢送。

巴塞罗那队本轮尽遣替补出战，最终凭借
博杨、阿费莱和巴特拉的进球3：1客场战胜马拉
加，以96分结束本赛季。巴萨不仅在本赛季所有
客场比赛中都获得了进球，还是历史上第一支
单赛季拿到了14场客场胜利的球队。门将巴尔
德斯则于职业生涯中第四次获得最佳门将奖。

在牵涉到赫塔菲、马略卡、奥萨苏纳、皇家
社会、萨拉戈萨和拉科鲁尼亚六支球队的惨烈
保级战中，曾于1999-2000赛季夺取过西甲冠军
的“超级拉科”由于主场0：2输给巴伦西亚，成为
了最后一支降入乙级的球队。

右图：当地时间5月21日，皇家马德里队球
员C罗在比赛中庆祝。

西甲大结局：皇马8球屠戮降级队

C罗加冕射手王

5月22日，身着裙装的中国女单选手王适娴
在比赛中。 □记者 李勇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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