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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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8
柳钧不吃哑巴亏，着手

反击对手
他不能让杨巡白白剽窃

他的技术专利。柳钧暂时放
下手头的技术工作，开始拎一只包出
差。他先去母校拜会老师，从母校出
来，他拿着老师和留校同学给的名片，
借着老师和同学电话开通的捷径，一家
家上门找校友演示他的专利。他的同学
是最帮忙的，不仅替他安排食宿，还帮
他说服上司点头，帮他出谋划策如何最
有效地与主要负责人沟通。柳钧从爸爸
那儿学乖了，最先交给同学校友好处费
的时候，他还会脸红，还会犹豫会不会
被拒绝，也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一来二
去，他熟练了，素未谋面的校友们也成
了他的好帮手。他用五万到十万不等的
价格，将他的图纸一家家地卖出去。

这回，他不心疼他的劳动果实。他
知道，他贱卖出去的那些技术很快就会
被转化为生产。那些生产出来的产品，
很快，将与杨巡高成本开发出来的产品
展开激烈竞争。充分竞争的结果，杨巡
别再指望拿高价偷窃来的产品赚大钱发
横财。

市一机的有关消息也不断传入柳钧
的耳朵。当初前进厂在市一机手里吃过
的亏，市一机而今也一分不差地吞下，
几乎是所有的内贸生意全都毁约。厚道
一点的毁约是一个电话打来要求重新修

改合同，核定价格，不厚道一点的则是
一声不吭，等市一机送货上门，他们以
千万条质量理由将产品退回。偏偏没有
柳钧这样的人盯现场监管，市一机产品
的合格率还真马马虎虎，有小辫子可
抓。

这几个闷亏，杨巡吃得无法发作。
好在他还有外贸大单，他则是自己亲自
出马，督促销售部重新打开国内市场。
柳钧回家，将带回的汇票与差旅费一结
算，盈余已经够填补研发亏空。

但是没完，杨巡应该失去更多。
柳钧踩着市一机两批进出口合同交

付日期及与市一机合作的两家公司总部
的地址奔赴国外，他的德国护照帮了他
进出国境的大忙。

柳钧委托当地律所，将有关专利
侵权的律师信递交给两家公司总部。
同时，他也提供了一份获得他专利授
权的所有公司名单给那两家公司。

他几乎没有在外逗留，就回国
了。他已经将权利委托给律师，他也
清楚那两家公司面对这种律师信该有
的正确态度。他心里非常悲哀，他的
知识产权被侵害问题却是在国外得到
轻易的解决。还是老外将替他狠狠地
复仇。因为那两家公司都在国内设有
办事处，国内的办事处不能违反中国
的专利法。

柳钧回国，并不意外地听说，市

一机的外销产品已经发货装船。很
快，船正在海上漂浮的时候，杨巡将
接到买方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单证纰漏，
对L/C拒付的通知。钱宏明说过，只要
买方不想收货，对信用证有的是处置办
法。柳钧很想知道，明知信用证已被拒
付，船却依然稳稳地驰往彼岸，增加越
来越多的运回费用，杨巡这个钻在钱
眼儿里的人该如何的心痛如绞。

信用证被拒付，可货船却由不得
杨巡，一分一秒地远离中国，将发回
的运费越拖越高。杨巡更恨的是，以
前凭信用证所贷的款已经到期，这笔
款子没法续贷，可两单信用证被拒的
生意却将大笔流动资金死死地压在海
上动弹不得。

有内贸的几单生意因别家低价竞
争而遭毁约的先例，杨巡认定这两家
外商也是因为相同的理由拒付。他指
示进出口部与买家商议，提出降价销
售。可是对方的反应依然是因单证不
符而拒付。杨巡急得团团转，由进出
口部安排，向专业的外贸人员求救。

杨逦一样着急，她约钱宏明询问
解决办法。等杨逦前前后后将经过一
说，钱宏明不知怎的，联想到前不久
柳钧才刚向他咨询出口的详细规则。
但钱宏明不动声色地给杨逦解答疑
问，细致地分析种种可能，唯独避开
老外最头痛的专利侵权这一条不谈。

后来，他只打问到那女
子名叫俞芳，今年十六岁。
他当然知道，自己这等穷
丁，这辈子也休想娶到那等

女子。但白岗心里忽而生出一丝奢想，
又辛苦了两年，攒了三贯钱。他便壮着
胆，去那附近寻见一个媒婆，请她替自
己到俞家提亲。那媒婆一瞧他年纪样貌
衣着，让他莫乱做春梦。他咬牙拿出一
贯钱给那媒婆，求她无论如何去问问。
那媒婆缠不过，便收了钱去问。回来
后，摇头撇嘴说：“俞老舍人说了，他
女儿年纪虽长了一两岁，却仍是囫囫囵
囵一朵鲜芍药花。营造行里，除非是黄
阁、云台、李氏楼这三人的徒弟，其他
人莫想。”

他听了，心里反倒有了一丝亮光，
忙去打问了一番。营造行那三个大匠
中，黄岐选徒极严，没缝钻。云戴只收
幼童，也莫想。剩下只有李度，年纪才
刚满二十，尚未收徒。那时白岗已经三
十二岁，这年纪想拜李度为师，连他自
己都觉着荒怪。可再荒怪也抵不住俞芳
当日一笑，何况如他这等光棍汉，哪里
还有什么脸皮可惜？

于是，他开始四处找寻李度，他尾
随李度回到家中，李度刚要进院门，他
忙赶过去，扑地跪到地上，大声说：
“李官人，求您收我为徒！”李度惊了
一跳，回头望过来。白岗再不管面皮，

连连磕头乞求。李度有些愣窘，没说
话，只歉然笑着摇摇头，便进门去了。

白岗心里念着那女子的笑，便一直
跪在那院门前。李家仆人出来看到，也
极惊愕，忙进去回话，半晌跑出来将院
门关上了。白岗横下了心，继续跪在那
里。这一跪，便是一整夜，仆人清早开
了院门，一见到他，又惊了一跳，随即
大声喝他走。白岗却垂着头，不管不
顾。半晌，李度出来了，温声说：“你
回去吧，我不招徒。”

他死硬着心，不停磕头求告：“求
李官人收我为徒！”

李度为难半晌，才问：“你可识
字？”

他忙摇摇头。李度微微笑了笑，转
身进屋去了。他茫然不解，正在疑惑，
李度又从屋中走了出来，手里抱了厚厚
一摞书，递给他：“你若是能把这部书
全都背诵下来，我便收你为徒。”

他怔怔接过那摞书，像抱了一座
山。他拜别李度，抱着那摞书，见路上
有个文士模样的人，忙上前请问，才知
道这摞书是李度父亲所编《营造法
式》，教人如何造楼。于是他便拿了头
一卷，只要碰到识字的，便去求人家教
他认那上头的字。一次不敢多学，只学
一句。而后便死记死背，记牢后，才去
学第二句。一年下来，头一卷竟全都会
认会背了。

可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讯息：俞
芳出嫁了。

妻子心比天高，白岗走上不归路
白岗听闻俞芳出嫁，一连三天，他

不吃不睡，缩在自己那张破床上，死了
一般。到第四天，心里生出一个念头，
我便是死，也该先去瞧瞧她究竟嫁给了
哪家，丈夫是什么样的人。于是他挣扎
着起来，出去买了两个馒头，喝了一碗
粥，才缓回口气。慢慢挪着，找见上回
那个媒婆打问。那媒婆说，俞芳命苦，
她爹娘为贪一注彩礼，将她嫁给了个痨
病汉。

他一听，心头又亮了起来。痨病汉
活不久，我又能有盼头。《营造法式》
一共三十多卷，三万多字。起先艰难，
但熟记了前几卷后，认得的字便越来越
多，后头的越学越快，总共用了三年，他
终于将那部书从头至尾全都背诵下来。
随意一节，张口便来。而这时，那个痨病
汉竟真的死了。

他狂喜无比，他忙跑到李宅，敲开院
门，大声唤师傅。李度出来看到他，一时
间没认出来。他忙跪下来说：“师傅，《营
造法式》我全都背下来了！”说着，他便高
声诵读起来。

李度惊望半晌，才感慨道：“原来是
你。你起来吧。你既然诚心拜师，我就收
你。只是，我也不知该如何教你，从明天
起，若有营造工程，你便跟我一起去。”

□ 马邦杰

在9月２６日举行的第四届百队杯论坛上，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讲了一次女足比赛
让他感觉从“很幸福”坠落到“很不幸福”的
经历。

这发生在本月初结束的天津全运会期
间。杨海滨以观众的身份坐在替补席上观看
一场女足５人制的比赛。他说：“我坐在队员当
中看比赛，全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我突然发现
我们女足的队员长得都很好看，颜值非常
高。我坐在她们当中感觉到非常幸福，但是
越来越不幸福，因为随着比赛更加激烈，我
们的孩子们就在骂对手，骂得非常难听。我
觉得很多男孩子都不会骂的话，我们的女孩
子、我们的女足队员、我们的青少年孩子在
骂，我如坐针毡。这不是我们要的足球，这

不是我们要的足球文化！”
那些看上去很美的女足姑娘，竟然口吐不

堪入耳的脏话！这让杨海滨惊诧万分。
回到北京，他现场观看了一些少儿业余足

球赛事，一些现象更是让他触目惊心。教练在
场边对着孩子大声责骂，比赛双方的家长在场
外大打出手……

杨海滨在论坛上疾呼：“这样的文化亟须
修复！”

杨海滨的呼吁引起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基
仁的共鸣。他认为，中国足球修复生态首先要
修复心态。他说：“对中国足球、对少儿足球
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是至关重要
的。心态偏了，你的生态不可能修复得好。坦
率地说，祸害中国足球这么多年的一个最重要
的心态，还是一种功利主义。可以说这到现在
还是根深蒂固。尽管从官员到媒体、到球员、
到社会上各种人都在说不能急功近利，没有一

个人说足球要急功近利，但是真正能做到知行
合一的人不多。”

许基仁的话似乎点中了另一论坛嘉宾、前
中国男足教练金志扬的痛处，引发他的强烈同
感。他说：“刚才讲生态修复，其实心态的修
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自然生态问题出现了，
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人的心态不正常。我们现在
搞足球最怕的就是急功近利的心态……否则，
最后只能重走老路。”

金志扬警告正在进行的中国足球改革务必
避免搞成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运动。他语重
心长地说：“这种现象我们已经出现过很多次
了，千万不能再重蹈覆辙。”

校园足球被认为是中国足球的基石。作为
一个足球爱好者和一个参加“百队杯”比赛的
孩子的父亲，央视著名评论员白岩松在论坛现
场发言时表示，校园足球的功夫在校外，校园
之外的足球发展是否配套，将决定校园足球的

成色。他说：“我们现在的孩子要是真热爱踢
球，在校园里那几十分钟怎么可能够呢？如果
他回到家里，周边没有免费或者极其廉价的场
地，校园足球根本没戏，就是摆设……我作为
家长，我曾经为我儿子的校园球队出过好几场
比赛的场租。现在北京足球场的租金是两个小
时８００元到１２００元，哪个校园足球队能付得起
这个租金？”

场地短缺是困扰中国校园足球的一大难
题，但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目前，大家已经基
本达成共识，中国足球的最大难题是思维和心
态的转变。如果这个根本症结得到解决，中国
足球的文化也将端本正源，场地、资金等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

健康的足球文化需要默默培育和点滴的沉
淀，其发轫的源头又必然是一种健康自然的心
态。心态的修复，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关键。

（据新华社）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李晨执导并主演，范冰冰、王千源、李佳航
和赵达等主演的电影《空天猎》将于9月29日18时
登陆全国院线。9月27日，范冰冰来到济南为影片
作宣传。回到老家山东，一袭红裙的范冰冰一扫连
日来路演的疲惫，接连用济南话和烟台话喊出影片
的宣传语，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每天被自己飞行员造型帅醒

《空天猎》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为理念，讲
述一群空军精英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地区和平，紧
急出境联合反恐救援作战的故事。影片中，范冰冰
以干练短发造型饰演的赵亚莉，是一名直升机飞行
员，她在出境营救人质的任务中表现出色，不仅救
走了全部人质，还躲过了恐怖分子飞机的轰炸。
“她开过直8、直9，是部队里冲在第一线的女飞行
员，我感觉非常酷。装扮上赵亚莉的衣服之后，其
实我每天都会被自己帅醒，就会觉得很帅。”

为了这部戏，范冰冰付出了很多，“前期的体
能训练很辛苦，包括模拟舱训练，我们每一个人进
去再出来，都得跑到角落里哇哇地吐。”她透露：
“我是一个睡觉很晚的人，大概凌晨两点钟以后才
睡觉，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可是拍这个戏的时
候，凌晨三点钟就要化妆，一直要拍一个通宵，到
早晨九点钟才能收工。就这样连续十天。”

拍戏时每天遇到困难是常态

前不久，李晨求婚成功，成为范冰冰的未婚
夫。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李晨虽然没有当过兵，但是
对部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他决定要拍一部
军事题材的作品，这也是国内首部大型空军空战题
材电影。从剧本创作到成片，范冰冰几乎见证了
《空天猎》的整个过程。

“大家都知道，最难拍的是战争戏，空军戏尤
其难拍，因为它要冲到九霄云外。其实除了要真机
飞行之外，还有很多的特技镜头，要去表现在天空
上的战斗场面。”范冰冰说，拍这部戏，每天遇到
困难是常态，“像我们平常拍戏，转景两个地方或
者三个地方，这就已经是大制作了，而我们全剧组
600多个人，加上车辆和所有的机器设备，应该转
了将近20个场景。因为战机很不容易拍到，5个多
月的时间里，我们转战20几个地方，到每一个军事
基地去拍，去追着飞机拍。”

拍摄辛苦也有快乐，男演员几乎都是军迷，有
机会与这些战机、导弹亲密接触，大家演的时候特
别过瘾。范冰冰说，她最羡慕王千源，“他应该是
第一个坐上歼20的中国男演员，他真的是在飞机上
模拟操作，是真的坐进去了。”

原以为只是客串一下

《空天猎》投资约2亿元，李晨和范冰冰都是零
片酬出演。范冰冰笑侃，她是“被诓的”，剧本创
作初期，她答应李晨的邀约，以为自己只是客串一
个女医生或者女记者，没想到拿到剧本时，发现
“从头到尾全部都演完了”。

“等到该分我片酬的时候，导演说没钱了，说
想用钱去做特技，我也希望可以尽我的全力帮他做
好。”范冰冰说，片酬对她来说不是接演电影的唯
一考量条件，“导演跟我商量的时候，如果我爱这
个角色，我觉得愿意花两三个月，甚至三五个月的
时间去一个角色里面浸染，那对我来说，这个成就
感可能更大于片酬给我的感受。”

而赵亚莉这个角色也让范冰冰看到了挑战，
“我演过军人，但是没有演过女飞行员，她是一个
非常英姿飒爽的女孩。但其实我的性格里面，有很
多男生的成分。我觉得，如果在以前的那个年代，
需要保卫国家，我肯定是冲在第一线的人，我觉得
有热血在身体里面。”

□记者 王 磊 报道
本报讯 9月27日上午，青岛国信双星篮球

俱乐部成立仪式暨2017至2018赛季CBA出征仪式
在青岛举行。青岛国信集团与双星集团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国信集团持有双星篮球俱乐部90%的
股权，俱乐部将以“青岛国信双星篮球队”的名
称征战新赛季的CBA联赛。

原青岛双星篮球俱乐部，成立于2004年。
2014至2015赛季，青岛双星曾经获得常规赛的季
军和季后赛的四强。上赛季，青岛双星获得常规
赛第十二名。新赛季开始前，青岛双星加大投
入，先是引进了许家晗、赵捷等国内球员，接着
又将前火箭队球星特伦斯·琼斯和老熟人吉布森
招致麾下。

□记者 鲍 青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制片方了解到，由香港导演

王晶监制并担任总导演，郑恺、张雨绮领衔主演
的魔幻喜剧电影《降魔传》，9月27日正式宣布影
片改档于11月17日全国上映。

电影《降魔传》的故事，发生在南宋首都临
安城。当时临安城内妖魔肆掠，玄光寺的不通和
尚（郑恺饰），为拯救苍生下山降妖除魔，邂逅
了女降魔师菁菁（张雨绮饰）。两人在降魔途中
相遇相识，排除千难万险，齐心协力打败了妖
魔，并最终找回了彼此之间相爱的记忆。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７日电 ＣＢＡ公司２７日公
布了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赛季ＣＢＡ联赛俱乐部球员体能测
试结果，在参加测试的２８名球员中，２２人通过了
测试，６人未通过测试。

本次体测从２４日开始，连续三天每天上午各
安排一项测试，分别是折返跑、２分钟强度投
篮、负重深蹲和卧推，个人四项测试综合得分不
得低于４００分（满分６００分）。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不是全队检测而是抽签参加，２０支球队每队
被抽两名“代表”参加体测，其他球员可直接参
加联赛，这也是ＣＢＡ公司独立运营联赛后推出
的一项新举措。

未通过测试的球员名单为（括号内为球队及
未通过原因）：赵大鹏（浙江广厦，总分未达标）；
张彪（吉林九台农商行，总分未达标）；张嘉毅
（江苏肯帝亚，折返跑、总分未达标）；常林
（北京首钢，总分未达标）；任骏威（山西汾
酒，折返跑未达标）；张翌星（江苏同曦，折返
跑未达标）。

因伤缺席本次体测的队员以及本次体测未能
合格的队员将在新赛季开始５轮后进行补测，补
测未通过的队员将无法参加新赛季联赛。

青岛男篮“易主”
国信双星篮球队正式成立

《降魔传》改档11月17日上映

新赛季ＣＢＡ体测结果公布

６名球员未能通过测试

发展中国足球，应先修复心态

回山东老家为主演新片《空天猎》造势———

范冰冰笑言：零片酬是“被诓的”

范冰冰亮相济南

□CFP 供图
当地时间9月26日，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第65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电影

《峰会》举行首映礼，西班牙女星厄休拉·柯伯龙现身。

9月27日晚，亚冠联赛半决赛展开首回合较
量，主场作战的上海上港队1：1战平日本浦和红
钻队。图为上海上港队球员赛后谢场。

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将于10月18日进行。

□CFP 供图

亚冠：上海上港战平浦和红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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