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29 . 00元 零售价：1 . 2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济南天气预报 今日晴 温度 19℃～32℃ 明日晴到少云 昨日开机3：25 印完5：3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2017年9月1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籍雅文

电话:(0531)85193305 Email:wtzx@dzwww.com体育娱乐8

隐藏在名画中的杀局——— 透视“中国制造”生存状态———

清明上河图密码
□ 冶文彪

艰难的制造
□ 阿 耐

19 8
“唐浪儿临死前，和一

个人坐在河边喝酒。卖乳酪
的牛小五经过时，无意中听
到唐浪儿吹嘘自己如何玩骗

妇人。我猜测那另一个人正是解八八，顿
丘八人匆匆散后，他们两人正好同路，又
各怀心事，便一起吃酒解闷。唐浪儿那番
吹嘘更激怒了解八八。虽说熊七娘恐怕
只是像他妻子，但他这样的人极易生成
执念，唐浪儿玩骗熊七娘，便是玩骗他
妻子一般。

“两人喝完酒，离开时，两人前行
一段路程后，前后无人，他便动手杀了
唐浪儿，借萝卜造出第二桩萝卜命
案。”

“证据？”程介史问。
“犄角儿，刀！”张用从犄角儿手

中接过那把从河里捞起的牛耳尖刀，
“我推断解八八便是用这把刀杀死了唐
浪儿，随后丢到了河里。刚才一捞，果
然捞起。”

“你如何断定这刀便是……”
程介史话未说完，胡小喜引着熊七

娘走进了店里。熊七娘神色不安，不住
扫视店中诸人。

“熊七娘好！你家清明那天有没有
丢失一把刀？”

“嗯？你怎么知道？”熊七娘大
惊。

“你瞧瞧，是不是这把？”

熊七娘接过那刀，反复认了认，忙
说：“是这把！这刀就是清明那天不见
的，我到处找遍了也没找见。”

“大约什么时候不见的？”
“那天中午，下午要用时，就不见

了。”
“那天下午，解八八是不是端了碗

清明稠饧到你店里？你在店里？”
“嗯，平常都是我一人在店里。”
“你觉着解八八这人如何？”
“嗯……闷闷的，不爱说话，瞧人

时眼神有些古怪。”
“怎么个古怪法？”
“偷偷瞅着，像是要把你剥开一般，

有些怕人。”
“那天，你和解八八说了什么没有？”
“没……没，我正忙着熬豉汤。”
“真的没说什么？”
“真的没……”熊七娘的脸顿时涨

红。
“你是不是跟他打问唐浪儿了？”
“没！”熊七娘慌起来。
“你莫怕，杀了唐浪儿的是解八八，

我们正在寻证据，你的话极要紧。”
熊七娘先是一惊，又低下眼犹豫了

半晌，才赧然开口，声音极低，又有些发
颤：“我是随口问了几句唐浪儿……”

“解八八当时神情如何？”
“他垂着头，不看人，应应付付的，似

乎不愿提起唐浪儿。”

张用笑着望向程介史：“证据有了。
清明那天下午，解八八从这里出去时，尚
无杀念。但听到熊七娘打问唐浪儿，心底
怒火被激起。他见到案上那把刀，便随手
窃走。再听说了江四的死，惊恐、悔疚、怨
怒被心底暴鬼一起催起，为护熊七娘，杀
了唐浪儿。”

“啊？”熊七娘惊得瞪圆了眼睛。
柳七听了也震惊之极，瞪大了眼，心

底一阵阵翻涌。再看其他人，也都惊异无
比。

程介史也有些坐不住，但强行挺直
腰背，冷压着声音问：“解八八又是被
谁所杀？”

“自杀。”
解八八因悔恨自尽
解八八杀人后，心中旧鬼未除又增

新鬼，自杀求解脱。
张用见众人都张大眼睛，等着解

谜，便摇了摇扇，笑着继续讲起来———
“解八八杀唐浪儿，初因在于三年

前那桩杀人劫钱案。他心头藏的那只暴
鬼并不会跟着唐浪儿一同死去，相反，
唐浪儿虽然推他杀人，又玩骗妇人，却
罪不至死，他杀了唐浪儿，心里只会又
添新鬼。两鬼夹击，将他逼到绝处。何
况亲人全亡，孤身无依，他那梗硬性
情，再难寻到生趣。那晚，回到这店
外，他恐怕在店外头那把长凳上坐了许
久，最终拿出这把尖刀自刎。

新开发成本高昂，柳钧
身负重任

柳石堂无法不为新开发
投资心疼，他当初为争取儿

子回国继承家业，原定拍出一百万的成
本，如今有一半已经花在房子和车子上。
既然儿子有志搞开发，他做爹的当然乐
见其成，因此又咬咬牙，再给五十万。原
以为再加上儿子自己掏的钱，这些应该
已经足够，可是看而今这样子，研发项
目越来越有无底洞的趋势。柳石堂愁得
没法安坐，只有过来偷看儿子做事。看
儿子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好歹心里踏实
点儿。

柳钧看到他爸背着手低着头，心事
重重：“爸，你什么时候来的？”

柳石堂其实是自家里出来，见问，
就撒了个谎：“我去见一个朋友，看他
刚造出来的仪表冲床。现在不是做小首
饰的多嘛，那种仪表冲床好卖得不行。
我那朋友找来一台日本的，拆开来整整
仿造了半年，成了，我看冲出来的冲件
已经蛮好。订单都做不过来。”

“爸爸是不是也希望我做你朋友那
样的模仿？”

“呃，嘿嘿，你们留过学的人，不
肯模仿，怕折了面子。”

“不是不肯模仿，而是不肯粗仿。
爸见过日本产的原机吧，你朋友仿出来
的是不是体积整整大一倍还多？”

“呃，不止大一倍，日本的可以放
家里的实木桌上使，我朋友仿的得做基
础，还得四脚拿地脚螺栓固定。”

“爸，这就是粗仿最大的问题。同
样是一根轴，但是粗仿的换上去转几下
就扭麻花了，这其中不仅是材质问题，
还牵涉到很细微的设计问题。粗仿的人
一般都不肯下力气研究个为什么，而普
遍是把轴加粗加长，使受力加大。那么
这儿加一点，那儿加一点，最终结果，
小小一台冲床给模仿成巨无霸了。这种
事儿我早听说过。我现在的工作是精
仿，但也不能说是仿，是彻底弄清原
理，利用现有科学知识和加工技能达到
目前能达到的最佳设计。”

“可朋友即使这么粗仿一下，日子
也过得蛮好，还有出口东南亚的单子，每
天都做不过来。我们何不也找一些类似
的，多仿几种。你比我那朋友肯定快手得
多。”

“爸，既然容易模仿，那么今天你模
仿，明天我仿，到最后大家都会做了，结
果又是辛苦一场，只能卖个成本价。其实
我们未必一定要做整台设备，我见过的
有些专家一辈子只研究一种零件，公司
也只做一种产品，可也做得世界闻名，效
益非常好。”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中国那么大，
市场也有那么大，机械产品又有那么多，
我们只要一年仿一种，日子就能好过得

不行，是吧？既然如此，又何必自讨苦吃
呢？”

“爸，人活着还得争气。”
“唉，古人老话说，争气不争财啊。”
“我知道爸的顾虑，你一怕不等我这

儿研究出眉目，你已经被我掏空；二怕研
究出来的东西批量生产后达不到应有的
效益。是不是？我跟你保证……”

柳石堂打断儿子的话，免得儿子诅
咒发誓：“你拿什么跟我保证？你再有什
么，我能跟你要？唉，爸爸只是瞎操心，你
认真做吧，你争气，爸爸总是支持你的。”

柳石堂说完，怀揣着一颗忐忑不安
的心走了。寂静的原翻砂车间里，一个人
的脚步声显得异常寥落。柳钧怔怔看着
爸爸的背影，忍不住大声道：“爸爸，相信
我。”

“我当然相信。”柳石堂没有回头。走
到外面，满心一团糟，对着冰凉的空气吐
纳。隔壁是正白天黑夜赶工的大车间，机
器在夜色中轰鸣。柳石堂听了会儿，破天
荒没走进去，怏怏地离开了。

柳钧心中前所未有的沉重。以往在
公司呈交方案的时候，也须考虑经济效
益，经常是一个方案反复修改，做到完
美才能动手，他以前当上小头目时已经
以为责任很重。可这回不仅他自己早有
认识，清楚用的是自家有限的一些人民
币，而今天爸爸又一次地提醒了他。他
越发体会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２日电 记者１２日从中国
排协和排球联赛运营方排球之窗获悉，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赛季中国排球联赛颁奖盛典暨中国排球超级
联赛启航仪式将于２６日在京举行。届时，中国排
球联赛将正式升级为“超级联赛”。

中国排协相关人士表示，中国排球联赛更名
一事也已经尘埃落定，在本次活动上将正式升级
为“中国排球超级联赛”。这也意味着即将开幕
的联赛将进入“排超时代”，迈向朝市场化和职
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 逄春阶

9月11日下午3点，在G187次高铁上，与莫言先
生相遇。奔驰的火车开往故乡，伴着奔驰的思绪。
我拿出第九期《人民文学》，上面有莫言的最新作
品《锦衣》(剧本）和《七星曜我》（组诗），媒体
纷纷说，莫言蛰伏五年归来了。《人民文学》主编
施战军先生通过杂志“卷首语”说：不是归来，莫
言一直在。

五年没见了，想说的话很多，一时语塞。“莫
言老师，您看上去更白了。”开场的寒暄，笨拙，
逗乐了莫言：“哪能呢”。莫言说很怕记者，记者无
孔不入，怎么也躲不掉，连坐个车都被盯上。出来
一趟太麻烦，太紧张了，到处都在堵着你，拍你，
到处都在录你。就是在这样喧嚣的境遇里，如何写
作？怎么还能静下心来？其实，莫言一直在写。
“写完了以后放一下，打磨得尽量让自己满意一点
儿，希望让读者也比较满意，我没有偷懒，一直在
写。”

《锦衣》是莫言独立完成的戏曲文学剧本。莫
言这样解释，之所以叫“戏曲文学剧本”，就在于
它不是特别规范的戏曲演出剧本，一方面因为剧本
太长，有三万多字，而按照舞台的要求大约一万多
字就够了，所以《锦衣》若要搬上舞台还要进行大
量删节；另一方面，里面的唱词也不是按照规范的
唱词写的，这个唱词对平仄有要求，他却写得很自
由。“这是一种尝试，也是我对民间艺术的致敬，
同时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开拓我艺术创作的
领域。”我说，我读《锦衣》，使用茂腔旋律和高
密方言哼着读，这样哼着“读”很有味道，还原了
一种乡土气息。莫言说，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不同
地域的读者，可能感受不同，有些词很土，高密及

其周边的人体味可能更深。
莫言很少发表诗作，这次发了七首。问他对自

己诗歌的评价，他谦虚地说：“哎呀，勉强算是诗
歌吧。就是表达一种情愫，是一种尝试吧。”

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沉到马都拉不动
的六个字。有意思的是，我们的话题也说到马。我
说正在写一个关于马的小说，莫言道，你对马了解
吗？要写马，得查找关于马的资料，就得对马了如
指掌：马是不是有色盲？马腿上有垫眼，你知道
吗？马打喷嚏是什么信号？你见过钉马掌吗？马白
天啥样子，晚上啥样子，蒙古马啥样子，伊犁马是
啥样子，你知道吗？你看过电影《战马》吗？马都
是站着睡觉，一旦趴下，就是有病了。莫言先生还
耐心地给我讲解什么是驴骡，什么是马骡，它们体
型的区别。说到马，莫言先生很兴奋。他说从马的
视角，以马的眼睛写，写出马怎么看世界，这才有
意思。我记得此前不久，莫言回答记者时，曾复述
过一个小说情节：“一个孩子问母亲要一匹马，母
亲问他要什么样的马，孩子说要一匹绿马。母亲
说，这个世界上有白马有黑马，就是没有绿马呀。
但孩子一定要绿马。我想说的是，作者有时是会与
生活作对的，无论是绿狗还是绿马，都是想让读者
感到与常识的冲突。作者有时是会带着儿童的执拗
和恶作剧的心情。”莫言说，马是有灵性的，他研
究过马，但还没下笔专门写过马，你越熟悉马，写
起来，才越自由，越洒脱。

2014年莫言和星云法师在台湾见过一次面。星
云法师给莫言写了一幅字，上面写着“莫言说
尽”，这是很有禅意的四个字，一方面可以理解成还
没有说尽要继续说，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成，说的
时候注意，不要说尽了。这四个字，莫言很喜欢。

我说，原来读长篇小说觉得累，其实写才更
累，尤其写长篇，那是长途跋涉，考验体力、耐力
和智力，写作很苦啊。莫言笑着说：“哎呀，总比
夏天锄地舒服些吧。锄地又累又饿的。”

晚7点半，与莫言先生一起在潍坊大剧院看民
族歌剧《檀香刑》。莫言是编剧之一，莫言说这是
一次再创作，从语言艺术，变成舞台综合艺术，是
一个巨大考验。这是一部有血性但不血腥的歌剧，
这是一部悲壮但不悲伤的歌剧。在济南《檀香刑》
歌剧首演时，莫言曾题诗一首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一曲高歌动九霄，檀香郁勃气缭绕，兴叹今朝山
河在，谁知当年泪如潮。”

不是归来，莫言一直在。他一直在思考，一直
在打磨，一直有牵挂，尽最大力气，躲开喧嚣。他
是作家，作家靠作品说话。祝福莫言老师，写出更
多的好作品。

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即将启动

不是归来，莫言一直在

莫言（右）和本文作者在火车上畅谈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马进执导，周冬雨和张一山领衔主演的
青春剧《春风十里不如你》，自7月21日上线
后，口碑坚挺，网络播放量已突破46 . 8亿，并
登陆山东卫视，开始电视频道的首轮独播。日
前，导演马进接受了媒体采访。

原著是剧集的魂灵、底色和基调

《春风十里不如你》改编自冯唐的小说
《北京，北京》。冯唐本人也曾说，这部小说
比较意识流，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电视剧却很
接地气。马进接受采访时表示，“意识流”是
小说中很常见的一种叙事方式，文艺电影也常
常使用这个套路，而电视剧是不可以的，电视

剧必须遵循“现在进行时”的叙事形态。应该
说，电视剧是在继承了原著的人物、人物关系
和典型环境后重新创作的一部电视剧文本。

“在改编创作中，对原著的尊重首先体现
在了对小说意象和质感的继承上，比如‘春风
十里，不如你’这一经典金句就直接用作了片
名。冯唐老师招牌式的炽烈情色，也转换为可
供电视剧挥洒青春和浪漫。应该说，电视剧是
一次重新来过的创作，我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
手法表现了一群医学院学子们的青春和成长。
就故事情节而言，《春风十里不如你》与《北
京，北京》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了，但原著是剧
集的魂灵、底色和基调，《春风十里不如你》
是从这里开始的。”马进说。

马进曾执导过《其实不想走》《幸福来敲
门》《营盘镇警事》等电视剧。其中，他导演
并修改创作了5个月剧本的《幸福来敲门》，首

播收视率达到了惊人的4 . 56%，创造了2011年度
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收视纪录，获奖无数，而且
还将这一收视纪录保持至今。

慈文影视董事长马中骏、著名制作人罗立
平都曾在不同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在全国电
视剧行业里，能够玩剧本的导演不多，能玩的
特别好的应该也就是三五个，马进导演是其中
之一。”

走的是真实路线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青春剧充斥荧屏，令
观众审美疲劳。《春风十里不如你》是马进拍
摄的第三部青春剧。马进表示：“我拍的第一
部青春剧被我定义为‘现实主义青春剧’，目
的在于区分那些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鸳鸯蝴
蝶。因为生活本身是残酷的、青春也是残酷

的，只有爱情带来无限美好，哪怕短暂。目前
市场上，大部分青春片是狗血套路的拼盘，这
已经造成了这个类型的日渐萎靡。《春风十里
不如你》是反套路的，它走的是真实路线、是
现实主义的套路——— 所有的情节是人物性格与
人物关系的自然生成，这是最经典的剧作模
式、是剧作程序永远无法实现的。”

拍摄过程中，该剧被曝“场场扉页、边想
边拍、放飞自我”，对于这样的创作方式，马
进表示，其实是希望所有演员都能够演得更
好，“演员对一部戏来说太重要了，选角的时
候要按照角色去挑选演员。我们的编剧将《春
风十里不如你》的人物设定很成功，许多情节
和场面充满了青春和活力。而当正式开始拍
摄，就需要将演员本身的特色与角色相融，我
认为这样才能让演员与角色融为一体，保证全
员演技在线。”

青春剧《春风十里不如你》口碑坚挺———

马进：这个剧是反套路的

□CFP 供图
当地时间9月11日，电影《欣喜若狂》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首映礼。图为影片主演艾

丽西卡·维坎德现身首映礼红毯。

9月12日晚，在2017赛季亚冠联赛四分之一
决赛次回合比赛中，广州恒大队主场作战，在常
规时间4：0大胜上海上港队，将双方总比分扳为
4：4；加时赛，上海上港队接连有两名球员被红
牌罚下，双方各进一球，总比分变为5：5；点球
大战，9人作战的上海上港队以5：4顽强取胜，
从而以总比分10：9淘汰广州恒大队，如愿晋级
亚冠四强。

图为上海上港队球员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总比分10：9淘汰广州恒大

上海上港晋级亚冠四强

据新华社利马９月１１日电 玻利维亚队为他
们在９月５日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上对智利队员作
出下流动作付出了沉重代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
会１１日通告玻利维亚足协，对其罚款９４３９美元
（１美元约合６.５元人民币），并考虑加重对主教
练索里亚的处罚。

两队５日的比赛在玻利维亚拉巴斯市举行。
下半场进行到第１２分钟时，玻利维亚队进攻，球
在对方禁区打在智利防守队员手上，裁判判罚点
球。玻利维亚队点球命中，以１：０领先。双方替
补队员在场外发生冲突，电视转播显示，玻利维
亚球员作出一些下流动作。比赛结束后，当智利
队员经过玻利维亚队教练席时，主教练索里亚也
向智利球员作出下流动作，场上裁判立即向索里
亚亮出红牌，索里亚下轮比赛将被停赛。

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解释，玻利维亚
主教练和队员的行为违反了国际足联守则。除了
对玻利维亚足协进行罚款外，国际足联将会考虑
对索里亚加重处罚，其中包括延长其停赛期和对
他处以罚款。

玻利维亚队对判罚决定不服，声称是智利队
员首先挑衅。玻利维亚足协将有权在９月１８日前
提交证据，对上述处罚提出上诉。

玻智两队在这场比赛前就已结下梁子。在去
年９月的２０１８年世预赛南美赛区比赛中，玻利维
亚以２：０击败秘鲁、以０：０战平智利。一个月
后，智利队状告玻利维亚违规使用队员，称球员
卡夫雷拉根本不具备国际足联制定的球员归化条
件，并佐证卡夫雷拉在２００７年曾代表巴拉圭国家
队出场参赛。

经调查，国际足联决定，判罚卡夫雷拉出场
的两场比赛玻利维亚０：３告负，并以违规使用球
员为由对玻利维亚队处以１２０００美元的罚款。玻
利维亚队因这一改判彻底宣告无缘世界杯，而智
利队则因此增加２分，从而以１分优势反超阿根
廷，积分榜上的排名从第五位前移至第四。

国际足联处罚
玻利维亚队不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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