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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历程和文化精神的双重书写——— 又热又辣又爽又嘎又不好惹———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 高建国

俗世奇人
□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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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依然健旺，喜欢交
谈，只是由于病魔缠身，已
很难用清晰的语言表达自己
的意思。刘飞常偕朱一一起

来丁是娥病房探望和聊天，有一次来
时因走路快，加上地板滑，不慎摔了
一跤。丁是娥十分担心，又感到歉
意，但刘飞朗声一笑，很快又进入了
关心的话题。丁是娥拿起笔来，满怀
对刘飞的敬仰和怀念之情，写下了深
情绵邈的《怀念刘飞同志》一文，回
首自己亲身经历的刘飞关心支持《芦
荡火种》创作演出的历历往事，纪念
这位为建立新中国流血负伤、为《芦
荡火种》和《沙家浜》诞生作出特殊
贡献的老首长。

深秋的南京傅厚岗三十二号，刘
飞亲手种植的金桂银桂正散发着馥郁
的芳香。刘飞生前不善歌咏，但喜唱
红军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爱屋
及乌，入住傅厚岗后遂广植桂树，日
久便绿荫遮地。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
日，在南京这所重要近现代建筑中，
女主人朱一正主持召开一个特殊的家
庭会议。

对于生死，经历了二十二年残酷
战争岁月几度命悬一线的刘飞向来达
观。在照料长期重病卧床的刘飞的年
月，朱一和孩子们对刘飞随时可能发
生不测也早有思想准备。令家人感到

纠结的是，怎么处理那颗伴随了刘飞
四十五年、已经成为他身体一部分的
子弹？

让它随英雄之躯一并羽化乘风而
去，一家人似有不甘。毕竟这颗子弹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刘飞乃至家人的
命运和人生轨迹，引发了那么多耐人
寻味的故事，一定程度上也对国家和
民族的精神文化史产生了影响。它承
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颗子弹，还有着其他的传奇故
事。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刘飞率刚
刚胜利攻取兴化城的教导旅奔赴海安
休整。苏中根据地为部队补充了兵
员，官兵们兴致勃勃观看了前线剧团
演出的大戏《甲申记》。九月十八
日，全旅集合在海安大操场上，刘飞
站在一张方桌上给全旅指战员讲话。
多少年后，人们还记得这次战前鼓动
的主要内容：一是庆祝教导旅在战斗
中成立；二是动员全旅官兵发扬铁军
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坚决拿下如皋
城，消灭拒绝投降的伪独立十九旅，
活捉旅长孔瑞五！

士气正旺的指战员群情激昂，高
唱战歌，浩浩荡荡奔赴战场。

伪独立十九旅有四个团的兵力，
经一天一夜激战，教导旅勇猛果敢扫
清如皋城外围，占领了如皋西门和北
门城关。守敌除少量被歼外，大部溃

退城内负隅顽抗。刘飞指挥教导旅顺
利进抵护城河边，伺机向如皋城发起
攻击。

十九日晚，刘飞感到胸部伤口隐
隐作痛，到了下半夜，遂觉疼痛难
忍。天赐良机！刘飞敏锐地察觉到，
老天爷通过伤口这个最灵验的气象预
报员在向他报告：两天之内必有大
雨！刘飞掐指一算，九月二十日恰好
是中秋节，这一天，伪军必定松懈，
是攻城的好时机。如夜里再有大雨作
掩护，那真是天助我也，再好不过
了！刘飞顾不得伤口疼痛，急忙起身
连夜召开作战会议，部署雨夜作战任
务，要求各团务于二十日白天做好攻
城准备，尤其要尽力筹足泅渡护城河
用的门板、大木盆、粗树干等就便漂
浮器材。

二十日白天万里无云，一丁点儿
也看不出有雨的样子。有人开始犯嘀
咕，对刘飞的预测是否准确感到疑
惑。但军令如山，加之刘飞亲自督
察，三个团的准备工作丝毫没有放
松。晚十时许，倾盆大雨如期而至，
幸运的是，老天没有送来雷电。刘飞
一声令下，部队迅速强渡护城河。在
昏暗雨幕的掩护下，全旅仅用三小
时，就抬山炮、携云梯，于二十一日
凌晨渡过护城河，守城伪军竟然没有
察觉。

他的一个街坊刘二爷是
位老到的人，读过书没当过
官，做买卖赚点钱，早早收手
在家坐享清福。一天碰到俞

六便说：“你会做糖却不会卖糖。你不能
总守在家门口摆摊呀。”

俞六说：“我也想走街串巷，可我嘴
笨，说说唱唱全不会，也没别的功夫招人
喜欢。”

刘二爷说：“人家有的，你未必再有，
学人家就不是绝活儿了。你不是本地人
不知道，天津人认绝活儿，服绝活儿。”

俞六说：“可这绝活儿哪儿找去？”
刘二爷说：“没处找。绝活儿一是琢

磨出来的，一是练出来的。”
“咋学咋练？”俞六还没全明白。
刘二爷笑道：“要我说，琢磨——— 你

就得琢磨使嘛新鲜玩意儿把你这四十八
样亮出来；练——— 你就得琢磨使嘛法子
招人来买。比方，你能不能不使镊子，天
津卫卖药糖的手里全捏着这么个东西。”

俞六不是木头疙瘩。这两句话点石
成金。没多久，俞六把刘二爷请到家喝杯
茶，吃几块药糖，然后领刘二爷到后院一
看，刘二爷立马眼前一亮。院中间放一个
挑儿，一根扁担，两个桶柜，柜子上是一
圈放药糖的小方盒，每个盒里一种糖。盒
上边有个盖儿，带合页，可以掀；这一圈
小盒总共二十四个，两个桶柜正好四十
八样。

桶柜的捯饬前所未见。提梁上边各
雕一个龙头，龙面相向，瞪眼呲牙，横梁
正中一个锃亮的金珠，这叫二龙戏珠。龙
头上还伸出两根弹簧，拴着红绒球，为的
是挑起来一走，绒球就随着脚步一颠一
颤。不知俞六从哪儿请来一位好漆工，把
桶柜漆得油黑锃亮，上边使金漆写着“俞
家药糖，四十八样”八个大字。每个糖盒
的玻璃盖上还全用红漆写上糖名，玻璃
盖下的药糖五颜六色。这样的药糖柜在
街上一晃，保管全震！刘二爷看得高兴，
夸赞道：“好似从宫里挑出来的。”

跟着俞六演了一手“卖糖”把式。他
左手拿个纸兜，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
个小铜勺——— 他可真不用镊子了。上去，
绕着两个桶柜各转一圈，顺手用右手的
无名指一挑盒盖，小铜勺就从盒里舀出
一块糖到纸兜里；挑盒盖麻利碗扣球。单
看这“卖法”，不吃糖，花点钱也值了。

刘二爷从中看得出俞六的用心与练
功之苦，高兴地说：“行了，你可以出山
了，四十八样要成名了。”

第二天，俞六挑着挑子走出家门，城
里城外，河东水西，宫南宫北，九个租界
一转，立时名满津门。他还置了一身好行
头，青裤白褂，皂鞋净袜；他挑着这对天
下独有的花桶，一走一颤行在街头，还有
洋人拿照相盒子给他照相呢。

可俞六没神气多久，就听说河东出
现一个担挑卖药糖的，也用两个龙头漆

桶，也叫“四十八样”，这一来，他的四十
八样可就算不上独门绝技了。他心里发
急，去找刘二爷请教。刘二爷说：“你不学
人，可挡不住别人学你，你得叫人想学学
不去，那才叫绝活儿。”

三个月后俞六亮出一个新把式，叫
走八字。原先他从桶柜取糖时，右手拿
勺，人总往里怀转，不好看；现在他改成
走八字，从一个桶左面绕过去，再从另
一个桶右面绕回来，桶和人位置一变，
两只手的家伙跟手就换，就像皇会里茶
炊子的换肩。这一改，走八字，两手换
“活儿”，把式出了花样，别忘了———
还能吃到他俞六四十八样色鲜无比，舀
药糖灵巧之极，比得上变戏法的“快手
刘”的小味正的药糖呢！这点儿钱谁不
想花？

可不久，听说又有人开始练这走八
字的把式了。俞六憋了几个晚上，再想出
一招，就在每个桶中间加几个糖盒，里边
全是半块的糖。他想在四十八样外再奉
送半块，这半块由买主自选，人家要哪
样，他就上去一掀一舀取出哪样。

他拿着这个新主意去请教刘二爷。
刘二爷听了笑哈哈，说道：“你这

法子早晚还得给人学去。我送你一个法
子吧。”说完，给他用纸写了几句词，
递给俞六说：“你也不用唱，只要背下
来，走着八字时把它踩着点儿念出来就
行了。”

□ 王磊

将处于“垂死”边缘的中国队奇迹般“救
活”，高洪波本有足够的砝码继续带队征战十
二强赛，但是中国足协为其定义的“临时工”
身份，却让他的执教前景蒙上了阴影。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
越王勾践与谋臣范蠡、文种的故事。两位谋臣
帮助困境中的勾践卧薪尝胆、称霸中原后，范
蠡觉察到勾践“可与共患，难与处安”，选择
了功成隐退，而文种则坚持留在勾践身边，最
终被赐死。

事成之后，有功之人被抛弃。高洪波对于
这样的场景，应该非常熟悉。早在2009年，中
国足球因为反赌扫黑陷入低谷，中国队在世预
赛、奥运会上的表现一塌糊涂。危难时刻，任
劳任怨的高洪波接过了中国队的教鞭。在他传
控打法的理念下，中国队不仅留下了战平德国
队、击败法国队、痛宰韩国队的战绩，还拿下
东亚杯冠军……

然而，中国足协过分“崇洋媚外”，剥夺
了正在带队征战世预赛的高洪波的帅位，取而
代之的是西班牙主帅卡马乔。后者非但没有带
领中国队杀入十强赛，还让中国足球陷入另一
个低谷，1：5惨败给泰国青年队的比赛，至今
仍是中国球迷心中的痛。

一晃五年已过，法国人佩兰带领的中国队
迷失在世预赛中，输给卡塔尔队、两度被中国
香港队逼平，中国队进入十二强赛的希望只存
在于“理论”上。这样的“烂摊子”，谁接手
都会是“背锅”的命。高洪波明知是坑，偏要
往里跳，只因为他心中的责任，“中国足球遇
到了困难，作为中国足球人，有责任站出
来。”

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队的前景，高洪波在
上任之初就立下了“军令状”——— 不带领中国
队两战全胜出线就永不执教中国队。正是高洪
波这种破釜沉舟的架势，为中国队带来了奇
迹：武汉对阵马尔代夫队，中国队4：0大胜；

西安对阵卡塔尔队，中国队2：0取胜。再加上
其他亚洲球队的“帮忙”，中国队最终成功突
围。

突围之夜，高洪波十分高兴，却无法尽
兴。带队征战十二强赛，本来是对高洪波带队
完成出线奇迹后的犒赏，如今看来已经渐渐成
为奢望。“我们希望出现在十二强舞台上的国
家队能够有外籍教练，如果外籍教练唱主角的
话，我希望他能对中方的教练予以一定的信
任。”

高洪波的表态，让不少中国队的球迷眼里
泛起了泪花，他们一直力挺的高洪波不过是中
国足协眼中的“临时工”。这一点，早在中国
足协发布的公告中，高洪波的角色就已经被定
位，带领中国队打完剩下两场世预赛，此后中
国足协将“更为慎重专业地继续进行中国男子
足球队主教练选聘工作”。

患难时想到的是本土教练，享受荣光时却
将本土教练抛之脑后，这种世态炎凉的例子在
中国体育圈屡见不鲜。近日，带领低谷中的中
国男篮成功杀入奥运会的功勋主帅宫鲁鸣与中
国篮协闹得不可开交。据悉，宫鲁鸣接手男篮
时，篮协曾许诺给宫鲁鸣25万元的月薪，到如
今，宫鲁鸣每月只有7000元的薪水。而把中国
男篮带进沟里的洋帅扬纳基斯的年薪却高达千
万。因为薪水问题，中国篮协打算将宫鲁鸣扫
地出门。

屡屡以“恶人”形象示人的中国体育主管
部门，之所以频频对本土“临时工”痛下杀
手，主要还是他们对于国外教练员的盲目迷
信。但是现实不止一次地告诉他们，洋和尚不
一定都会念经，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以中
国男足、中国男篮目前的水平，即便是请来世
界最顶级的教练，恐怕也难以短时间内脱胎换
骨。

与其到处高薪聘请洋帅折腾，不如珍惜眼
前人，给高洪波、宫鲁鸣们一个“转正”的机
会，说不定熟知中国国情的“临时工”们能够
创造更大的惊喜！

男足死而复生，高洪波仍有可能被弃用；男篮杀入奥运会，宫鲁鸣被欠薪，把中国篮球带进

沟里的洋帅扬纳基斯年薪高达千万……

本土“临时工”的悲哀

□ 本报记者 王建 于晓波

3月30日，山东女足冠名签约新闻发布会举
行。签约后，山东女足将以山东向尚运动女子足
球队的名称征战2016赛季女超联赛。

2015年，山东女足成绩辉煌，在中国男足前
主教练殷铁生的率领下，夺得女甲联赛、全国女
足锦标赛和女足超霸杯三项冠军。在3月进行的
里约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中，山东女足四
名球员吴海燕、李影、杨曼和赵雪入选国家队，
成为国脚大户。

升入女超后，山东女足面临严竣的形势。新
赛季，中国足协的外援新政生效，每支球队可以
引进3名外援，资金实力雄厚的大连女足和长春
女足都一口气引进了三名巴西外援。尤其是大
连女足，在股权转让后，财力大增，不仅签下了

三名巴西国脚，还签下了王霜和王飞两位国脚，
加上原有的班底，有成为“女超恒大”的潜质。而
在去年，大连女足还曾爆出欠薪的消息。

上海女足获得了政府3000万资金支持，虽
然没有引进外援，但底蕴深厚。殷铁生预测，这
三支球队将是今年女超联赛的第一集团。

还有更为不利的消息。河北华夏幸福已经
冠名河北女足，江苏苏宁和广州富力均有意接
手本省的女足队伍。如果未来河北女足和广东
女足能升级，在仅有8支球队的女超联赛，山东
女足有变成资金最窘迫球队的危险。

“形势这么严竣，职业化再停滞，即便今年
过去了，明年怎么办？”殷铁生说。

本着俱乐部名称中性化、职业化的原则，省
足协对山东女足进行改革。去年，山东精花女子
足球俱乐部注册成立，殷铁生任总经理和主教

练。“‘精’是精灵、精华，‘花’代表女子，‘精花’
就是精灵般的女子。”省足协副主席、秘书长魏
淑波介绍了“精花”蕴含的美好寓意。

成立了俱乐部，很多事情不能再按老办法
来办，比如赞助，“这两年一直有些赞助，但都是
请朋友帮忙，不用回报，俱乐部成立了就要市场
化运作，回报赞助商。”殷铁生说。

有了赞助商，山东女足的保障条件有所改
善，待遇也稍有提高，“队员每月工资多的2800
元，少的2300元，还有300元的训练补贴，今年打
算把训练补贴提高点。”殷铁生表示。

与山东女足的发展需求相比，赞助费并不
多。据了解，省体育局对山东女足的投入仍然占
大头，原本打算用体彩冠名，最终还是把冠名权
留给了赞助商。至于要像大连女足、长春女足那
样花1000万元引进外援，根本不可能。

要赢得赞助商续约，吸引来更多的赞助商，
必须要有好的成绩。殷铁生透露，山东女足的首
要任务是保级，在此基础上，争取进入前六。

殷铁生希望，有一天，山东女足能像男足一
样，有大企业愿意接手。

2016赛季女超联赛4月1日将拉开战幕。为
备战新赛季，山东女足引进了一名内援——— 大
连队的赵歆翟。赵歆翟今年21岁，身高1米70，曾
入选过国少队和国青队，被誉为2015赛季女超
最美中场球员。

首战，山东女足将客战上海女足。2015赛
季，双方曾在女足超霸杯中相遇，山东女足2：1
取胜。吴海燕近日在训练中受伤，无法出战。

4月17日，山东女足将迎来首个主场对手天
津女足。山东女足的主场设在省体育中心体育
场，球迷可以免费观赛。

从向朋友“化缘”到成立俱乐部引进赞助商

山东女足迈开职业化步伐

据新华社巴黎３月２９日电 第６９届法国戛纳国
际电影节组委会２９日宣布，美国导演伍迪·艾伦的
新片《社团咖啡店》被选为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

这是继２００２年的《好莱坞式结局》和２０１１年的
《午夜巴黎》之后，艾伦作品第三次为戛纳电影节
揭幕，创戛纳电影节历史纪录。

《社团咖啡店》讲述了上世纪３０年代一名怀揣
电影梦想的年轻男子勇闯好莱坞，坠入爱河并沉醉
在当时的咖啡馆社交氛围中，而这氛围也成为时代
的烙印。由“暮光女”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和《社
交网络》男主角杰西·艾森伯格领衔主演。

美国著名编剧兼导演伍迪·艾伦生于１９３５年，
去年１２月度过８０岁生日。从１９７９年的《曼哈顿》到
２０１５年的《无理之人》，再到今年的《社团咖啡
店》，艾伦已有１４部作品入围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
元。

第６９届戛纳电影节将于５月１１日至２２日举行，
电影节入围名单将于４月１４日公布。执导《疯狂的
麦克斯》系列影片的澳大利亚著名导演、编剧兼制
片人乔治·米勒将出任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法
国男演员洛朗·拉菲特将主持电影节开闭幕式。

《社团咖啡店》

成戛纳电影节开幕影片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３０日电 由张一白监制，梁家
辉、佟大为、周冬雨等领衔主演的悬疑动作电影《冰
河追凶》，将于４月１５日起在全国上映。

编导徐伟２９日在京介绍，该片讲述了在摄氏零
下４０度极寒之地，以警察周鹏（梁家辉饰）和汪豪（佟
大为饰）为首的“追凶者”深入冰河追查真凶、寻找真
相的故事。

在以往出演的影视作品中，佟大为多以“暖男”
形象示人；而在电影《冰河追凶》中，佟大为首次挑战
动作硬汉。

佟大为演绎《冰河追凶》

□新华社发
3月29日，在2015-2016赛季NBA常规赛中，芝

加哥公牛队客场以98比96战胜印第安纳步行者队。
图为公牛队球员加索尔(右)在比赛中运球突破。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片方获悉，根据明晓溪的同名

人气小说改编的电影《泡沫之夏》，将在今年夏天
与观众见面，该片的制片人由梁咏琪担纲，这也是
梁咏琪从台前到幕后的转型之作。

为满足书迷影迷对场景、服装设计、故事情节
的要求，梁咏琪搭建的整个电影的制作班底均来自
台湾，借助台湾丰富的爱情偶像电影制作经验，力
图打造出电视剧版的《泡沫之夏》所不具备的复古
华丽浪漫风。为最高程度地还原小说场景，影片在
台湾、日本、韩国三地进行取景，以最唯美的画风
来开启《泡沫之夏》电影梦幻之旅。

原著《泡沫之夏》是有“现代小琼瑶”之称的作家
明晓溪的巅峰之作，该小说共有3部，主要讲述女主
人公尹夏沫在音乐领域的经历与两位男主角欧辰、
洛熙之间的爱情故事，深受广大言情小说迷的追捧，
并先后改编成了漫画、电视剧，拥有万千“书粉”。

梁咏琪转型幕后



3月30日，首尔，韩国女星姜艺媛曝光一组写真。 □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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