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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走过的路，也是人走过的路——— 有些人，生命以必须的方式存在———

春牧场
□ 李 娟

第九次在天堂
□ 裘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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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曹德锋不甘心的，

不仅仅是当两年兵就回家这
一点。

成为士官的曹德锋，开
始进行他人生的第二场战役，即成为一
名军官。既然通过考军校成为军官的路，
被档案上一个潦草的涂改堵死了，那他
就走另一条路：从战士直接提干。

这条路非常艰难，不亚于攀登珠峰。
有几个硬杠杠是必须满足的：入党，当班
长，立两个三等功，加上民主评议。曹德
锋开始默默地一关一关地过，一个战役
一个战役地打。这个农民的儿子，没有任
何背景，也没有任何人生导师的指引，全
凭一股子本能，开始了攻坚战。当兵第三
年他调到了生产营任司务长(相当于班
长)，连队的生产建设在他的努力下一举
成为先进典型，立了一次三等功，并且入
了党。接下来，他代理排长，管理有方，工
作成绩突出，再立一个三等功。这期间的
艰辛和努力，我这一百来个字远远不能
表达其中的万分之一。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那本书也许可以替他表达一下。

2005年，曹德锋作为优秀班长，终于
直接从战士提干了，整个分区就四名。他
终于打赢了这场他主动发起进攻的战
役。接下来他一鼓作气，在昆明陆军学院
继续战斗。刚进校时，他属于“差生”，身
体和体能都赶不上那些野战军来的学
员。他就每天晚上晚点名之后，约上两个

同是西藏部队的学员到操场上去“加班”
锻炼。一个学期后就赶了上去，无论是体
能，还是各科成绩，都进入中上，当上了
排长。

曹德锋笑眯眯地对我说，当兵十几
年，我的体会是，要敢想敢干。认定的事，
就全力以赴。像战士提干这件事，我有好
几个战友都符合条件，但他们都放弃了，
觉得太难。我就是不愿意放弃，一直努
力，一直努力。

我笑道，你像许三多。
他说，我没有退路。
提干后的曹德锋，故事还很多。比如

在岗巴，他在反蚕食斗争中表现出色，立
了功，被提为副指导员。我问他，反蚕食
斗争都有哪些具体的事儿呢？他就简单
说了些情况，并熟练地背出一些斗争原
则。但我再具体追问时，他竟很老练地
说，这个不便多说。

哦，我就知趣地不再问了，把话题转
移到了男婚女嫁上。不想这竟让他滔滔
不绝，原来他找对象结婚的故事，比反蚕
食斗争还要复杂，一波三折，曲折漫长。

曹德锋是家里的长子，他还有个弟
弟，也学着他的样儿当兵去了，在遥远的
新疆。作为长子，一过二十五岁，婚姻大
事便成了父母挂在嘴边的“阶级斗争”：
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当然，曹德锋自
己也是当回事的，2008年，他将此事正式
列入计划。

他是个有条有理的年轻人。
所谓列入计划，就是尽最大努力去

找对象；所谓尽最大努力，就是不管是他
自己认识的还是别人介绍的，但凡有点
儿可能性的女青年他都去见。这么一努
力，他见过的人已经多到记不清具体数
字了，没有三位数，至少有两位数，两位
大数。

再换一个角度说，从2008年到2010
年，三年期间，为了找对象，曹德锋先后
去过湖南、湖北、广西、四川、重庆……

曹德锋是陕西汉中人。如此，他差不
多把陕西周边的省市都跑遍了，汉中周
边的地区更是跑了多处。

看到我惊讶地张大了嘴，曹德锋不
好意思地笑说，平日里攒的那点儿钱，全
花在路上了。

我说，有这么难吗？
因为在我看来，曹德锋应该算个帅

小伙儿，属于北方男人里比较清秀的那
种。人又聪明，文化不低，青年军官，不抽
烟不喝酒，没有任何恶习。除了家里不富
裕，样样都很好啊。

曹德锋摇头说，太难了，太难了。现在
女孩子都挺娇气的，一听说我在西藏，不能
陪在身边，马上就不愿意了。我们西藏官
兵，婚姻太难解决了，有些结了婚又离了。

曹德锋的叹息，让我想起在他之前
我采访过的年轻士官吴昊。吴昊为了找
对象，还采用了小小的“战术”。

对了，乡里开村民大会
时，领导发言前也会从口袋
里掏出小梳子，当着所有与
会者的面摆弄两下头发，然

后才清清嗓子说话。
不过在同一件事上，所有的司机都

显得很地道。当路面上有羊群经过时，
无论再赶时间也会放慢速度，一点一点
耐心地经过。有时索性停下来，等牲畜
过完了才重新打火。他们尽量不按喇
叭，以防止惊散牛羊，令赶羊的人不好
收拾局面。

但牲畜哪能明白司机的善意呢？有
一次我们迎面遇上了马群，没驯骑过的
小马容易受惊，看到有车过来，不分青
红皂白扭头就跑。车开始还缓缓开着，
希望马儿会转身绕过去赶上马群，但那
几个笨蛋笨死了，车一停，它们也停下
来一动不动；车一开，它们也撒腿往前
跑，以为跑快一点儿就能把车甩掉。于
是离马群越来越远，弄得它们自己也越
来越惊慌。牧马人气坏了，沿着路边的
树林策马狂奔，围追堵截，大喊大叫。

我们的车停停走走，耐心地等待着
那几匹笨马悔悟。好半天工夫，它们才
被牧马人集中起来，掉头绕过车向北踏
入正轨。虽然耽搁了不少时间，但司机
一点儿抱怨的意思都没有。

若是个汉族司机，大都一看到羊群
就拼命按喇叭，把它们哄散开去，生怕

撞死了被索赔，根本不管自己的行为有
没有影响到牧人的管理。

我想，其中的差异并非在于有没有
更细心的关爱。由于深知，才会尊重。
当他们在羊群的浪潮中停车、熄火，
耐心等待羊群如巨流般缓慢经过自
己，那是他们在向本民族的古老传统
致敬。

另外，我发现，当汽车经过穆斯
林墓地时，不管是什么样的哈萨克族
司机，不管老的少的，不管是严肃踏
实、爱听阿肯弹唱的中年人，还是染
了红毛、整天沉浸在震天吼的摇滚乐中
的小青年，都会郑重地关闭音乐，等完
全经过墓地后才重新打开。关掉又打
开，也就几十秒时间，我从没见哪一次
被含糊过去的。敬重先人、敬畏灵魂，
我猜这是不是一种民族性。总之令我肃
然起敬。

既然被称为“石头路”，那这条路
就全都是石头铺的啰。结实倒结实，就
是高低不平，到处大坑小坑。坐车走这
种路，那个颠啊，比骑马还颠，身体在
车厢里甩来撞去，浑身大大小小的裂缝
儿。偏偏司机们都热爱音乐，音响总是
拧到最大音量，还总调成重低音模式，
于是那个唱歌的小子，像是搂着你的脖
子唱，趴在你耳朵边唱，对准你的耳鼓
膜唱……这样的音乐配这样的路，真
搭。久了，心跳也跟着搭了起来。我哀

求道：“我晕车，我快要吐了。音乐还
是调成正常效果吧？”那个年轻司机非
常同情，调整一番后，那唱歌的小子一
下子离我远了十来步。我长舒一口气。
但没过两分钟，他又装作换歌的样子，
悄悄恢复了重低音。还以为我察觉不
到！

有的司机特没人情味。一上车，先
板着脸开价，并摆出一分钱不让的架
势。但价钱一谈定，就变了个脸乐呵呵
地向我问好，向我妈问好，还向我外婆
问好。我大吃一惊：“你认得我？”他
提醒：“今年你们过汉族年，我还去拜
了年呢！” (我们这里把春节叫作“汉
族年”，把古尔邦节叫作“民族年”)

亏他口口声声地左一个“老乡”右
一个“老乡”，五十块钱车费一分也没
给我便宜。我说：“哼，别人的车只收
四十！”他握着方向盘紧张地盯着路
面，一声不吭。

等从县城返回时，又遇到这小子的
车。我板着脸，还没开口，他就抢着
说：“四十！四十！这回收四十！”

从沙依横布拉克到县城，若是不转
车，中途也不频频停车喝茶的话，至少
得走六七个小时的路程。无论哪个司
机，都会在中途的可可苏湖边停下来
请乘客吃一顿饭。到了桥头，还要再
请喝一道茶。谁叫他们收那么贵的车
费。

□ 本报记者 王磊

1月12日16：00，U23亚洲杯小组赛第二轮
将继续进行，首战告捷的中国U23国家队将对
阵乌兹别克斯坦队。

如果中国队能够再胜，有望提前一轮完成
小组出线任务。

首战阿曼队，不被看好的中国队一鸣惊
人，杨立瑜、李晓明和韦世豪的三个进球，帮
助中国队改写了自己在该项赛事六战全败的尴
尬历史。一时间，中国队收到的好评如潮，
“中超U23新政”也被媒体夸上了天——— “战
胜阿曼队，中国足球收获改革红利”。

中国队迎来了一场久违的大捷，固然可喜
可贺，但是一场比赛的成功还不足以证明中国
队已经脱胎换骨。对于中国队来说，小组赛只
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而已。

阿曼队虽然淘汰了伊朗队进入U23亚洲杯

的决赛圈，但是在整体实力上，他们仍无法和
乌兹别克斯坦队、卡塔尔队相提并论。后两者
的班底是2014年缅甸亚青赛时的四强队伍，其
中卡塔尔队获得冠军。随后，两队携手征战了
新西兰世青赛。

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下中国队接下来的对手
乌兹别克斯坦队。“中亚狼”在亚青赛上虽然
只打进四强，但是到了世青赛的舞台上，却爆
发出惊人战斗力，一路挺进八强。随后的日子
里，这支青年队的骨干大多成长为乌兹别克斯
坦成年国家队的主力。

乌兹别克斯坦队长索希波夫、中场舒库罗
夫以及效力于俄超罗斯托夫的前锋绍穆罗多夫
都在12强赛对阵中国国家队时有过出场。此
外，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拥有一名超级射手阿卜
杜·霍利科夫，他在去年为乌兹别克斯坦U23
国家队出场11次射入8球。

也正因为大牌云集，乌兹别克斯坦队战绩

彪炳：U23亚洲杯预选赛上，他们打出了全胜
战绩，是表现最出色的球队；U23亚洲杯之
前，他们刚刚参加了泰国六国赛，最终以2：1
击败日本队，获得冠军。主教练海达洛夫自信
地表示：“我们这次比赛设立了一个伟大的目
标，就是要夺取亚洲冠军。”

不过，在小组赛首轮，乌兹别克斯坦队出
师不利，在与卡塔尔队的“强强对话”中，乌
兹别克斯坦队占据了场面上的优势，却始终无
法破门，最终卡塔尔队拿到了1：0的胜利。这
场失利也让乌兹别克斯坦队走到了悬崖边上，
只有战胜中国队，他们才能保有出线的希望。

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同样不容有
失。如果失利或者战平，中国队只能在最后一
轮血拼亚洲冠军卡塔尔队，届时结果如何就只
能听天由命了。因此，中国队要想把主动权抓
在自己手里，与乌兹别克斯坦队一战，必须全
力争胜，争取提前获得出线权。

正是考虑到这场比赛的重要性，中国成年
国家队主帅里皮也在赛前到训练场给中国队支
招。U23国家队主帅马达洛尼布置完训练任务
后，里皮马上和教练组进行了沟通。马达洛尼
说：“球队会尽量按照里皮的指导和建议进行
改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去年曾经在热身赛
中与乌兹别克斯坦队有过一次交手。当时，中
国队3：2击败对手。其中，上一场一人制造三
个进球的韦世豪也在那场比赛中有进球入账。
韦世豪说：“尽管对手当时不是全主力，仍可
以看出对手是一支强队。”

外界更加关心韦世豪的伤情。据悉，韦世
豪并没有受到伤病困扰，下一场比赛首发出场
不成问题。此外，中国队还有好消息，因伤缺
席了首战的邓涵文、张玉宁目前已经伤愈归来
并参加了11日全队的合练，两人随时可以等待
教练安排上场。

□ 本报记者 王建

和首回合一样，鲁辽战悬念持续到了最后
一刻，终场前26秒，辽宁队将比分追至98：100。
和首回合不一样，笑到最后的是山东高速男篮，
张春军抢下关键篮板球，劳森两罚命中，103：
98，高速男篮将胜利握在了手中。

高速男篮在客场2分惜败，回到主场赢了5
分，在相互间的胜负关系上压倒了辽宁队。“赢
下这场球后，我们应该是第二。”赛后，高速男篮
主教练凯撒在接受采访时说。按照这种理解，高
速男篮在全明星周末前锁定了北区第一，凯撒
将出任北区明星队主教练。

然而，CBA官网给出的积分榜却和上述理
解不同——— 辽宁队第二，高速男篮第三。出现这
种情况，是因为江苏队和广东队“搅局”。

第26轮比赛结束后，辽宁、山东、江苏和广
东四队的战绩相同，同为19胜7负，排定座次需
要比较四支球队相互间比赛的积分。辽宁队虽
然在与高速男篮的交手中处于下风，但对阵江

苏队和广东队表现不错，战绩为3胜2负。高速男
篮主场击败辽宁队后，战绩为3胜1负。高速男篮
和辽宁队同为3胜，但因为赛程安排的原因，在
四队的小循环比赛中，比辽宁队少打一场球，因
此少了1个积分，只能屈居第三。

至此，北区明星队的教练揭晓：郭士强出任
主帅，凯撒担任他的助手。

凯撒因赛程安排的原因不能挂帅北区明星
队，有些遗憾。不过，他本人并不在乎。赛前，媒
体把这个问题炒得火热，凯撒根本不知道是怎
么回事。当问题摆到面前时，凯撒表示会以轻松
的心态对待全明星周末，“两个全明星球员，两
个星锐赛球员，还有一个教练，这对山东队很重
要，每个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全明星是球迷的节
日，希望大家能享受篮球，适当放松一下自己，
也希望球员们能表现好，得到球迷们的喜欢。”

相比于谁当北区明星队主帅，凯撒更在乎
的是能不能赢下辽宁队。高速男篮如愿取胜，这
令他心情大好。

这场球，高速男篮整体表现不错。莫泰尤纳
斯包办了比赛初期的大部分得分，劳森得到全
队最高的29分，还用8次助攻串联起了球队。丁
彦雨航打得有些费劲，但仍拿下了23分。高速男
篮的防守十分顽强，将辽宁队的得分限制在了
100分以内。除了得到32分的韩德君外，辽宁队
其他球员的表现一般，双外援打得尤其不好。

“球队打得比较整体，防守做得不错，只让
哈德森得到了12分，我对队员的表现感到欣
慰。”凯撒说。

第四节，辽宁队反扑。最后时刻，比分只差2
分。张春军抢到价值连城的篮板，劳森两罚稳稳
命中，高速男篮有惊无险拿下胜利，在决定胜负
的关键时刻，没有重蹈首回合的覆辙。“关键时
刻，山东队犯的错误更少，导致我们输掉了比
赛。”郭士强评论说。

为了战胜辽宁队，高速男篮付出了很大的
代价。丁彦雨航在一次拼抢中伤到了右手手腕，
之后他不断活动着手腕，投篮手感受到了很大
影响。第四节，莫泰尤纳斯投篮后摔倒在地，自
此就没有再出场。两人的伤势如何，会不会影响
接下来的比赛，都不得而知。

高速男篮103：98胜辽宁

少赛一场 屈居第三

中国U23国家队今天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莫泰尤纳斯上篮(右) □李勇 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由章子怡、黄晓明、
王力宏、张震、陈楚生等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将于
12日起在全国上映。编导李芳芳说，影片通过四个时
代青年人寻找真实自我的故事，展现他们的青春选
择。

李芳芳日前在京介绍，影片用人物线索串联起
四个时空中的青春故事：当下时代的张果果（张震
饰）在尔虞我诈的职场，终于做出比“赢”更重要的选
择；上世纪60年代的王敏佳（章子怡饰）和陈鹏（黄晓
明饰），被时代裹挟着选择善恶与爱情；抗战时期就
读于西南联大的沈光耀（王力宏饰），不顾母亲反对
毅然加入战争；上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吴岭澜（陈楚
生饰），经历迷失后追求真实的自我与自由……

李芳芳在少女时代即因创作电视剧《十七岁不
哭》成名，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回国后，曾执导
青春题材电影《80'后》获得业内关注。《无问西东》是
她编导的第二部电影。

她说，该片最初是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献礼的
作品，片名取自清华大学校歌中的一句歌词：“立德
立言，无问西东”。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中国足协11日官方
宣布，曾带领中国男足国家队征战2002年韩日世界
杯赛的教练博拉·米卢蒂诺维奇受聘成为中国足协
青训顾问。

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当天与米卢进行了会
谈交流，并为其颁发了顾问聘书。米卢表示，因为在
中国执教的美妙经历，中国在他心里拥有特殊的情
感和地位，他非常愿意再为中国足球的青训体系建
设、青训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尽一份力。

米卢1983年开始其执教生涯，2001年10月7日，米
卢率领中国国家队圆了44年的世界杯之梦，首次进
军世界杯正赛阶段的比赛。

米卢受聘出任青训顾问

电影《无问西东》

展现各时代的青春选择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片方获悉，由黄真真执导，陈意

涵、薛凯琪、张钧甯领衔主演的电影《闺蜜2》，日前曝
光了一支“重聚版”预告及海报，并定档于3月2日元
宵节内地公映。电影讲述了陈意涵、薛凯琪、张钧甯
三人组成的“闺蜜团”空降越南开启一段婚前的单身
派对，结果却意外连连，一场失控的冒险之旅也随即
展开。

2014年，《闺蜜》开创了华语首部姐妹淘电影的
先河，不仅在内地轻松拿下2亿票房，还打破了港台
地区的票房纪录，作为主演的陈意涵更被赞为“票房
福星”。此次时隔四年，黄真真导演携原班人马回归，
并一改前作“小妞电影”的风格，在延续前作主打“闺
蜜情”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冒险喜剧的元素。

《闺蜜2》定档3月2日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1月10日，在2017-2018赛季NBA常规

赛中，休斯敦火箭队主场以121比112战胜波特兰开
拓者队。图为火箭队球员戈登(左)在比赛中投篮。

1月10日，洛杉矶，杰西卡·查斯坦亮相首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颁奖典礼。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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