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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中得智慧——— 三国最大赢家———

咏而归
□ 李敬泽

老谋子司马懿
□ 秦 涛

8 27
这时候有探子来报：孙

权派鲁肃联络刘备，刘备派
诸葛亮前往江东。可能孙刘
两家要联合。

诸葛亮？这是司马懿第一次知道世
间还有诸葛亮这样一号人物。

司马懿没有料到，多年以后，正是这
个诸葛亮成了与他难分伯仲的对手；更
没有料到，正因为他战胜了诸葛亮，他的
名字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虽然，在那些传说中，他是作为诸葛
亮的陪衬出现的。

曹操听到消息，哈哈大笑：刘备穷极
无路，竟去投靠孙权；他不知道孙权和荆
州刘表是世仇？看来刘备要被孙权干掉
了。属下们纷纷摇着尾巴称是。

贾诩在发呆，司马懿在装哑，唯有程
昱站了出来：“丞相无敌于天下，孙权不
是您的对手。但是刘备有英名，关羽、张
飞都是万人敌，狡猾的孙权一定资助刘
备来抵御我军。看来刘备又杀不了了。”
(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
又不可得而杀也。)

曹操再一次没有听进程昱的话。他
浪漫的脑袋现在已经开始酝酿诗歌，等
凯旋之时一吐为快了。

时间进入到十二月。曹操的军队由
于水土不服，爆发了可怕的瘟疫。瘟疫在
军中迅速蔓延，曹操的大军非战斗减员
十分严重，战斗力迅速下降。就连曹操的

爱子曹冲也染上了瘟疫，在军医的精心
调护之下仍未见好。曹操急得像热锅上
的蚂蚁，团团转。

曹操军出现破绽，对于孙刘联军来
讲正是天赐良机。接下来的战事很简单，
形势逆转很迅猛：

周瑜部下黄盖诈降，借着突然刮起
的东风火烧了曹操的船只。

曹操这时候已经无心恋战，率部取
道华容步行逃跑。前方道路泥泞不堪，军
队难以通行；周瑜和刘备在后面水陆并
进追赶。

曹操下令：得了瘟疫的士兵在前面
负草填路，后面的骑兵加速前行。

得了瘟疫的士兵大多体力不支，倒
在地上，人马纷纷踩踏而过。死者甚众。
罕见的人间惨剧，定格了的灾难大片。

在这悲惨到窒息的时刻，曹操突然
放声大笑。司马懿在部队后面，隐隐约约
听到曹操大笑：“刘备，也算是我的一个
对手。但是脑子太慢。如果早点在这一带
放火，我就挂了！哈哈哈！”(刘备，吾俦
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
矣。)

这时候，部队后方远远的火光冲天，
显然是刘备的陆军放的火，不过已经没
有威胁了。

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还能笑得出来，
曹操果然不是寻常人物。

趁着曹操大军逃命的间隙，我们来

解决一个问题。好多三国迷问：如果司马
懿参与了赤壁之战，为什么不出谋划策
呢？

有一位成功的企业老总对我说过，
如果你刚到公司，作为一个新人，三年之
内不要提任何建议。踏实做事就可以了。
三年之后，也请有保留地提建议。

原因是什么呢？有这样几个。
第一，你刚到公司，对公司不了解；

即使提建议，往往也是空想。
第二，你这么聪明，提这么好的建

议，把一班老员工比如荀攸、贾诩、程昱
置于何地？你将来怎么跟同事打交道？

第三，老板会怎么看你？小伙子很想
显聪明，而且功利心很强，想往上爬。

有没有例外？当然有，比如诸葛亮在
刘备手下，就出谋划策，出尽风头。原因
照样有这样几个：

第一，刘备是去请诸葛亮当高级管
理人员的，而曹操只不过把司马懿弄进
来当个低级文员。

第二，刘备的厂子很小，人事关系简
单，而曹操的公司很大，人事关系复杂。

第三，诸葛亮的老板是刘备，以仁德
宽厚著称；司马懿的老板是曹操，以多疑
猜忌闻名。

在这样的公司，给这样的老板提建
议，找死吧？借着这样的机会，搞好同
僚关系，摸清老板性格，顺便再多学一
些实战经验，才是实在的。

这种鸡贼“顺生论”如
今大行其道，我对此无话可
说，只能祝大家长命百岁，
好好活着，别费心去想活着

值得还是不值得。但就王子搜来说，我
觉得吕大人是误解他了，他其实不是怕
死，他的逃避和挣扎包含着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能不能按照
自己的真实意愿生活？能不能“自
由”？

这实际上就是个日子值得不值得过
的问题，当然，对王子搜来说，结论是
不能。那么也就只得好死不如赖活着
了。

所以，在古代中国，悲剧是有的，
就在王子搜绝望的“仰天而呼”当中。

活在春秋之食指大动
话说那日，天下太平，风和日丽，

子公站在院子里听候传召。忽然，天上
飞过一只黑鸟，地上，子公的食指急剧
痉挛，呈失控之状——— 当然应该赶快上
医院，但春秋时代的子公盯着那根发疯
的手指，窃笑，人家问：笑啥呢？子公
曰：食指跳，美食到，百跳百应，不信
等着瞧。

很快大家就瞧见了。进得殿去，子
公失声惊叫：“果然！”——— 郑国的国
王灵公端坐殿上，面前一只大鼎，一锅
甲鱼汤正炖到火候上！甲鱼汤按说不值
得惊叫，但那是春秋，人的舌头不像现

在这样席卷全球，最贪婪的食客也不过
是吃遍了方圆百里的动物和植物，而这
只大甲鱼却是来自楚国。

灵公从汤锅上抬起头，问道：
“果”什么“然”啊？子公被甲鱼汤逗
得亢奋异常，翘着那根天赋异禀的食指
细说端详：该指兼具触觉、味觉和嗅
觉，而且闻美味而大动。话说到这份儿
上，那灵公要是个随和的，怎么也得舀
一勺汤赏给他尝尝，但灵公偏是个护食
儿的，越听越紧张，坚决不接话茬儿，
只顾一碗又一碗抓紧喝汤。

想想吧，子公先生眼巴巴看着，他
的食指几乎要飞起来了，终于，他眼前
一黑——— 他自己干了什么他不知道，反
正别人看得清楚：该大臣忽然冲上去，
探食指往鼎里一蘸，然后张嘴叼住手指
头转身飞跑……

在庄严的史书上，这个过程就是七
个字：“染其指，尝之而出。”灵公大
怒，当即下令把他抓回来砍了——— 不是
砍手指，是砍头。子公呢，跑出去一里
多地，嘬着手指回味一会儿，心一横，
得，先把你杀了吧，至少还能落下一锅
好汤。

于是，灵公的人还没来得及杀他，
他已经掉头跑回来把灵公杀了。

——— 杀国王，这件事后世的中国人
想想都会吓得血管爆掉，可在春秋时，
可怜的国王们经常像小鸡子一样被人随

便捏死，理由呢，常常微不足道。郑灵
公死于“馋”，随便翻翻《左传》你就
知道，有的君王死得比他还要搞笑。

似乎是，在那遥远的春秋时代，华
夏大地上到处是暴脾气的热血豪杰，动
辄张牙舞爪，打得肝脑涂地。生于春秋
而当上了主子显然是高危职业，国王吃
个独食都可能丧命，要批评个人也得先
看看周围是否侍卫众多，否则人家当场
翻脸就可能扑上来砸破你的脑袋。那个
时代有荷马史诗般的壮阔和莽荡，人都
是巨兽或巨神，他们的馋、贪婪、嫉
妒、愤恨、虚荣等欲望和情感都是天大
地大翻江倒海之事，就像一部《伊利亚
特》，打成了越洋大战，说到底也不过
是谁拐走了谁的老婆。

我不敢确定活在这个时代是否幸
福，但我认为该时代必定可爱，它将像
我们的童年一样被长久记忆和传诵。但
事实上，春秋在我们心里只是一团混乱
模糊的影子，似乎是，有人设法销去了
我们的记忆，让我们忘记了那顽皮胡闹
的童年。

该人据说是咱们的老师孔子。孔老
师可能是春秋时代唯一的好脾气，他就
像掉到强盗窝里的书生，苦口婆心地开
导大家不要野蛮、不要火气大，凡事都
要守规矩、讲道理，结果当然无效，老
夫子只好发愤作《春秋》：把你们的这
摊子烂事儿写出来，看你们羞也不羞！

□ 本报记者 王 磊

8月12日晚，鲁能泰山队主场5：0击败上海
申花队，暂时上升到中超积分榜的第三名。

这是马加特执教泰山队后，首次击败申花
队。即便对手派出的是缺少了7名主力的替补阵
容，德国人对于这场胜利，还是赞不绝口。马加
特说：“他们并不是最强的申花队，但是我们从
第一分钟就开始高压拼抢和进攻，这是我们赛
前的部署，尽快争取一个进球，再削减对手。在
我看来，这样的比分，不仅使球员很快乐，也让
球迷能体会很大的乐趣。”

为了备战下周二的足协杯半决赛，申花队
主帅波耶特派出了一套堪比预备队的替补阵
容。马加特却不敢大意，派出了所有能登场的主
力。其中，伤愈归来的刘彬彬与吴兴涵联袂首
发，组成了边路的“两翼齐飞”，佩莱和西塞则形
成门前的“双鬼拍门”。

泰山队开局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志在防守
的申花队，一度让泰山队无计可施，直到吉尔第

22分钟的进球，才为泰山队打破了僵局。马加特
说：“吉尔的破门，让我们走上胜利之路。吉尔在
球队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在防守端，
在进攻线也变得很有威胁，他已经打进了3球。”

打破了僵局之后，泰山队彻底打出了自信，
而丢球之后的申花队也泄了气。随后的时间里，
泰山队围着申花队的球门狂轰滥炸，先是刘彬
彬送出助攻帮助西塞破门，接着蒿俊闵又送出
角球传中帮助佩莱打破进球荒。上半场战罢，泰
山队就已经领先三球。更让人惊讶的是，申花队
与泰山队的射门比为0：19。

大比分落后，申花队完全没有了比赛欲望，
申花队主帅波耶特提前将仅有的主力莫雷诺、
金基熙和柏佳骏换下。

本来就实力差距悬殊，再加上泰山队进攻
球员的状态正佳，下半场比赛依旧是泰山队的
半场攻防演练。第55分钟，蒿俊闵完成角球助攻
帽子戏法，张弛抢点头球破门。第89分钟，吴兴
涵送出妙传，佩莱抢点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全
场比赛比分定格在5：0，而射门比定格在30：6。

对于这样的比分，被喊“下课”的波耶特并
不在乎，甚至微笑着面对记者提问。波耶特说：

“我们赛前做好了一切准备，毕竟我们轮换的球
员非常多，因为我们对于杯赛更加重视。今天有
些出乎意料的是，我们阵容的身高不错，但是却
让对手通过三个角球进球。至于今天的失球数，
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毕竟我们很多人轮换，不能
提供这场比赛得出什么结论。”

马加特认为，即便对手不是主力，这场胜利
也有意义，“有了今天优秀的表现，我们可以满
怀信心地去广州。”此外，马加特还表示，通过这
场比赛找到了对付申花队、力帆队这种“难对付
的球队”的办法，“面对这种球队，我们必须先做
好防守，再通过传中获得得分机会。刘彬彬和吴
兴涵的两翼齐飞，这是我们未来需要的。”

击败申花队之后，泰山队暂时上升到积分
榜第三位，是亚冠资格的热门竞争者。对于这个
排名，马加特有着清醒的认识：“现在是第三，这
没错，但是积分榜只有到赛季结束，才有说服
力。”

泰山队主场5：0击败残阵申花队，上升到积分榜第三位。马加特———

赛季结束排第三，那才有说服力

□李勇 报道
▲攻入第五球后，佩莱笑逐颜开。

□ 王文珏

【关键词】《谍影重重》导演新作 狙击
手的对弈

狙击手一直是战争片喜欢的题材。但实际
上，狙击这个题材能够拍出很多角度，很多意
义——— 可以展现专注的精神，可以体会战之残
酷。《谍影重重》《史密斯夫妇》的导演道
格·李曼近日带来他的新作——— 《危墙狙
击》，他要讲述伊拉克一道残墙内外，生与死
的兜兜转转，乃至一场战争对人性的重塑。

美军两名狙击手接到救援请求后出动，结
果却进入了有“死神”绰号的伊拉克狙击手猎
杀范围。两枪过后，一名美军狙击手重伤，另
一名，主人公伊兹被击中膝部动脉。他连滚带
爬翻过一段矮墙，惊魂未定中试图请求支援，
救出队友，也让自己逃离死亡的调戏。然而，
援军能到吗？“死神”究竟在哪？斗智斗勇
中，究竟谁才是猫？伊兹的生与死，成了静谧
的沙漠中，最不稳定的天平……

这类片子很容易让你感到“生命只有那么
一条”的绝望与渴望。它带来活着的浓缩感，
让上一秒生下一秒死的边界像锐利刀锋，划着
所有人的皮肤。《活埋》《127小时》等几部
佳片，都属于在密闭时空里，让人之生死在分
秒间震颤。结局有的悲，有的喜中带泣，肉身
最强烈的求生本能与危机此消彼长，观影者感
受的是窒息的揪心。

除了惊悚紧张，这部影片还含有战争讽
刺。

伊拉克的“死神”狙击手使用美式武器，
熟悉美军切口、运作流程，轻松在电台中伪装
成美军救援人员。如此神技，如此演技，却都

出自美国人的培训——— 他正是当年美军培训出
来的参战人员。究竟是怎样惨烈的遭遇，让他
调转枪口，甘愿趴在垃圾场废墟里几天几夜，
只为能干掉更多的美国大兵。

整个故事的视角都在美军狙击手这边。然
而随着对话不断深入，人们开始对伊拉克狙击
手从巴格达普通教师，到如今“死神”的演
变，逐步深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伊兹赖以
生存的这段残垣，之前竟是一座被美军炸毁的
小学。“死神”不断在对讲机逼问大兵为何来
参与这场掠夺，不断逼问他的真实心理，回忆
那些战争里的创伤——— 无论胜负，战争都已给
双方带来心灵深处的创洞。他要让伊兹从悲恸
的一端，理解自己的悲愤，理解伊拉克的悲
哀。

在很多枪战片里，生命是论十论百论千
的，一捆一捆像被收割的稻草般无感。配角、
群演，成片倒下，实际上并不带来生命本身的
珍贵感。在那种片子里，倒下的生命负责的是
一种叫做氛围和衬托的东西。但《危墙狙击》
的24小时，氛围是由活着的人，几颗子弹表现
的。受伤、翻滚、挣扎、脱水、等待……黄沙
翻滚，烈日炙烤，听得见砂砾的爆裂，却不知
死亡下一秒从哪里呼啸而来。你只能摁着伤
口，捂住心脏，倚靠在破墙之下，望着仰空白
日。

90分钟，基本是伊兹的独角戏。苟延残喘
的近距离呼吸声，带着巨大痛苦的沉重鼻息，
满睫毛的黄土与血红的双眼。从震惊到愤怒，
到反抗，到顺从，又不甘而谋，上上下下，一
座墙，一片沙漠，一个大太阳。“死神”一直
没有出镜，只在与伊兹的对讲中出现声音。

聚焦于一个时间段，一个人的生死，是一
类片型。它会有一种很奇特的观感——— 生命被
浓缩了，被置于最近距离的前景，逼迫人们的
投入、对视，它有一种视觉、听觉，各个感官
上的压迫感。就是这层重压，把人摁在板凳
上，把人类潜意识里绝对不想面对的东西，摆
到台面上，放在睫毛前，逼你不停注视。尤其
是节奏越窒息，故事负责携带的意义，就越能
随着强力输入，透肺入心，引人反思。

《危墙狙击》：
鼻息沉重，浓缩生死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2日讯 2017中国·济南第二届国

际山地持杖徒步大会将于9月17日在济南千佛山名
胜风景区举行，目前比赛的报名工作已经全部启
动，将于8月20日截止。

据了解，作为济南市泉水节的品牌赛事，中
国·济南国际山地持杖徒步大会每年举办一次。今
年的大会，在首届基础上进行了升级优化，以“每
个人都是行走的叶子”为主题，将佛慧山景区纳入
了今年的赛道，在项目设置上除设全程组、迷你组
外，还将增加亲子组。

中国·济南第二届

国际山地持杖徒步大会

开始报名

据新华社马德里８月１２日电 皇家马德里主帅
齐达内１２日证实，他将与球队完成续约。

齐达内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赛季接替贝尼特斯成为皇
马主教练，在法国人执教的一年多时间里，皇马不仅
夺得了５年来的第一个西甲冠军，还连续两个赛季赢
得欧冠冠军。据悉，皇马方面将为齐达内送上一份为
期三年的续约合同。

对于这份新合同，齐达内说：“我很高兴，因为这
是俱乐部的信任，我们都做了很出色的工作。我很享
受在球队的每一天，我也非常幸运有一个出色的团
队。”

与此同时，齐达内也承认他在球队的未来取决
于球队的成绩，“你可以与球队签约１０年或者２０年，
但我知道我身在哪里以及我的工作，或许一年之内
你也就会走人。”

齐达内将与皇马续约

8月12日，北京，古力娜扎亮相电影《缝纫机乐队》发布会。 □CFP 供图

□新华社发
8月12日，中国队选手在比赛后离场。
当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17年国际田联世界

田径锦标赛男子4×100米接力预赛中，中国队以38
秒20的成绩晋级决赛。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魏伟 报道
本报讯 8月12日，在第十三届全运会拳击男

子91公斤级比赛中，山东选手于丰铠击败辽宁选手
李明涛，获得冠军。山东选手上一次在全运会拳击
项目称雄还是1997年的八运会上，当时潘典军夺得
了男子75公斤级桂冠。于丰铠这枚金牌，终结了山
东拳击20年全运会无金的历史。

年仅22岁的于丰铠参加了去年的里约奥运会，
是91公斤级的国内霸主。本届全运会，他以该级别
1号种子的身份参赛。四分之一决赛，于丰铠5比0
击溃云南选手张哲，半决赛他再次以5比0的比分淘
汰辽宁选手祝兴隆，强势挺进决赛。决赛中，面对
另一名辽宁选手、该级别的3号种子李明涛，于丰
铠凭借凌厉攻势始终占据主动，对手只能疲于防
守。最终，裁判终止比赛，实力明显占优的于丰铠
成功加冕该级别冠军。

于丰铠夺男子91公斤级拳击冠军

山东拳击终结

20年全运无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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