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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忠诚是信仰——— “杨树鹏、李磊们”的故事———

关 东 往 事
□ 石钟山

UN步兵营战事
□ 王 昆

29 4
侯天喜卖了个关子：城

里城外的部队都调走了，一
部分人去了关内，一部分人
去了吉林。

魏局长忙问：去关内的我听说过，调
吉林去干什么？难道那里要有事了？

侯天喜红着脸：张鼓峰听说过吧？
魏局长摇摇头。
侯天喜：延吉那儿，过了张鼓峰就是

苏联地界了。
魏局长：啊，日本人要对苏联动手？
侯天喜拿起半个猪蹄去啃：不仅哈

尔滨的兵，还有辽宁的兵都调到张鼓峰
了。

魏局长喝了口酒问：这是要打仗了？
马天阳：不会把我们也调过去吧？
侯天喜：当然也有中国人，不然皇军

养着这些人干啥。
侯天喜喝多了，魏局长叫来自己的

车让马天阳去送他。
在路上，侯天喜拉着马天阳的手道：

天阳，实话跟你说吧，整个哈尔滨，除了
我们宪兵队还有你们警局的人，再也没
有一兵一卒了，这阵子，你要小心。

马天阳点点头。果然，宪兵队比以
前戒备森严了许多，车没让进宪兵队，
在门口就被拦下了。他想扶侯天喜进
去，也被日本兵挡住了，侯天喜被一个
日本兵搀扶着走进去。

马天阳第二天一早就通过一个联络

点把这一情报传了出去，这是他和宋鸽
规定的联络点，如果不方便找对方时，就
利用联络点互传情报。

情报传出去之后，山里的抗联异常
活跃，几个县的警察局被端掉，缴获了大
量枪支、弹药，收购了不少粮食和蔬菜运
到了山里。趁日本人空虚之际，抗联突破
了敌人的封锁，来到山下县城进行活动。

风雨
日本人和苏联人在张鼓峰打了一

仗，只几天的时间，日本便败下阵来。日
本人的精力都用在了侵占中国，抽不出
更多兵力来应付苏联的军队。张鼓峰一
战完全是试探苏联军队，双方损失旗鼓
相当，日本人是不想和苏联人恋战，才草
签了停战协议。

无论如何，日本人在张鼓峰一战中
都没占到任何便宜，心里多少对苏联有
些忌惮。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有一天，娜塔莎把电话打到了宪兵
队，找到了侯天喜，告诉侯天喜要马上见
他。娜塔莎用这种方式找侯天喜还是第
一次。

不多一会儿，侯天喜还是如约来到
了马迭尔。饭店门口，娜塔莎正焦急地等
待着侯天喜。侯天喜见娜塔莎这样，便知
道她一定有急事有求自己，心里暗喜，嘴
上却说：你是不是想我了，大白天的就叫
我。

娜塔莎不由分说拉着侯天喜走进自

己地下室的宿舍，随手关上门，自己坐在
床沿，让侯天喜坐在屋内唯一的椅子上。

侯天喜收了笑，盯着娜塔莎：出什么
事了？

娜塔莎就说：日本人把我们的一个
商人抓走了，说伊万是特务。

侯天喜想起了昨天傍晚，宪兵队抓
了一个苏联商人，关在宪兵队里，具体
是什么原因被抓来的，他没过问。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人每次抓到
人，都会关押在警察局，兵是兵，民是
民，分得很清楚。满洲国在日本人看来
这就是自己的国家，有皇帝，有军队，
有警察。中国的皇帝，中国的警察，日
本军队就是负责满洲国的安全。卢沟桥
事变之后，日本人不需要隐藏自己的野
心了，不远的将来，整个中国都会是大
日本帝国的了，自然按照自己的法律行
事。再抓到人，直接关到了宪兵队，警
察局只关押一些扰乱社会治安的小人
物。

见娜塔莎这么说，侯天喜说：是有
个苏联人被抓了，这个人为何让你这么
上心？

娜塔莎说：伊万是我的朋友，他是
个皮货商人，根本不是苏联特务，想办
法把他放出来，条件你提。

侯天喜忙摆手道：我只是宪兵队的
一个小翻译，抓人放人的事可不归我
管，打听个消息这事我还能做到。

齐鹏迅速调整望远镜倍
焦，搜索到这群武装分子携
带的武器装备至少有两具40
火箭筒，其余的则是步枪。

情况紧急，齐鹏迅速向营指挥组报
告。

深夜的临时帐篷里，李英枳还伏在
桌子上查看先遣组的规划图。齐鹏的报
告让他惊了一个激灵，他一边让营部参
谋通知营部干部和各连主官到帐篷会议
室，一边督促齐鹏隐蔽观察，进一步查看
对方行动意图。

仿佛是故意挑衅，20多名武装分子
虽然没有靠近营地，但还是在二连一排
的警戒区域内晃荡了半夜，放了一阵空
枪之后消失在夜色之中。李英枳带着大
伙儿一直等到齐鹏回来报告后才解散，
气得大骂这帮捣乱分子。教导员鲁程俊
宽慰他说，以后这就是常态，根据联合国
通报情况来看，自今年2月份以来，反政
府军的武装力量陆续进入城区，各种力
量、政治派别不断明争暗斗，咱们的任务
多着呢。李英枳说：“也是，要不然咱们也
不用来了。”

为了充分展示中国步兵营的形象，
以达到威慑作用，第二天一早，中国步兵
营精心安排了巡逻队伍。三辆猛士车鱼
贯驶出营地，除了要展示性穿越市区，周
围公路和难民营四周将是他们巡逻的重
点。庄一鸣作为一连一排排长，执行首次

出巡任务。
行程中扬起的漫天黄土淹没了穿梭

在大街小巷的摩托车。车队穿越加朗广
场，驶过朱巴大学，开往五月大街。恰逢
下班的高峰期，大街上更是车水马龙。

朱巴市区的拥堵，也超出庄一鸣的
估计。那些不可思议、长达110秒的红
灯，更是让长长的车流难以短时间内化
解。好不容易进入五月大街，满眼看到
的却是政府军的飞扬跋扈。政府军的标
准称谓是南苏丹人民解放军，简称“苏人
解”。这些政府军的开路车辆，竟然在车
流如织的路上几乎以80迈的速度狂奔，
庄一鸣用对讲机提醒同行的猛士车驾驶
员谨慎驾驶，防止与他们的车辆发生剐
蹭。

从朱巴城返回时，沿着一条通往朱
巴西部的公路行走约12公里，然后转到
一条新修的土路，约行驶1公里，就返回
到中国维和步兵营营地。

在大门口时，庄一鸣看见一辆工程
运输卡车正要出营区，几个全副武装的
军人立即发动标着“UN”字样的白色步
战车紧紧伴随，这是非盟的部队。

中国步兵营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建
造自己的营地，瓦兹一直负责中国步兵
营与联南指挥部之间的协调。他告诉中
国军人，建筑取沙的地方就在营区边上
一处干涸的河床里，虽然只有1公里多的
距离，但这里毕竟是南苏丹，安全问题容

不得半点儿疏忽。出国之前，曾参与工兵
分队维和的战友就提醒过：在那里，经常
有叛军组织公开放话，警告中国维和部
队别来，否则就要遭袭。除了叛军威胁，
也曾有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手持冲锋枪
往中国工兵营地闯。

李英枳说：“作为中国的首支维和步
兵营，使命与形象同等重要。对付这里复
杂的安全局势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从
实际情况来看，小股武装力量的偷袭要
主防，维和步兵营的震慑力非常重要，实
力越强，对方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瓦兹说：“以往很多国家派出的主要
是工兵维和分队，内配的警卫多为一个
班规模；而中国这次做得漂亮，出动了近
500人的步兵营！”

鲁程俊接着瓦兹的话补充说：“从装
备上说，这次配备了16辆可防穿甲弹的
国产重装甲步战车，上面有高架机枪，火
力也是较强的。”瓦兹赞叹地说：“以这样
的作战装备参与维和行动，还是联合国
维和历史上的第一次！”

较早部署到任务区的日本及肯尼亚
两国维和部队的营地，经过一段时间的
建设，目前已初具规模，各种生活设施较
为完善。与他们相比，中国维和步兵营由
于刚刚到位，营地四周全是茫茫的灌木
丛，除此之外，只有几顶先遣人员留下的
帐篷，队员们突然有了穿越千年回到
“原始社会”的感觉。

□ 本报记者 王磊

在德国足协公布了与主教练勒夫续约的消
息后不久，勒夫就公布了德国队27人的世界杯
初选名单。因伤错失巴西世界杯、法国欧洲杯
的罗伊斯(上图)终于入选大名单，而巴西世界
杯上打入金球的格策无缘大名单。

“很高兴过去一段时间罗伊斯都没有受
伤，他是我们的特殊武器，他有很多出色的属
性，速度、直觉、对空间的感觉、球商等，他
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谈到罗伊斯入选德
国队大名单时，勒夫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这名多
特蒙德当家球星的喜爱。

其实，早在四年之前，勒夫就希望带着罗
伊斯一起征战巴西世界杯。但是在世界杯前德
国队6：1大胜亚美尼亚队的比赛中，罗伊斯意
外脚踝受伤，提前告别巴西世界杯。梦想如此
之近，却最终化为泡影。罗伊斯一度无法从失
落的情绪中走出来：“受伤后我经过了很长一
段时间才终于走了出来，毕竟当时我的一个梦
想就这么结束了。”

罗伊斯无缘世界杯，德国队还是走到了最
后。夺冠之后，罗伊斯的好友、为德国队打入
制胜一球的格策拿起了罗伊斯此前穿过的21号
球衣庆祝。不过，罗伊斯当时还在为伤病苦

恼，不仅拒绝了德国足协的邀请，也没有坐在
电视机前观看世界杯决赛。但对于好友格策，
罗伊斯还是十分感动，“我们是非常好的朋
友。”

此后，罗伊斯恢复情况较好，再度成为多
特蒙德的核心。然而，就在法国欧洲杯即将开
战之前，罗伊斯又一次受伤了，这一次伤病出
现在腹股沟内收肌。当勒夫最终公布名单时，
罗伊斯不愿意再接受任何采访。对于罗伊斯的
退出，头号射手克洛泽也非常遗憾：“我本来
以为这届欧洲杯会是属于罗伊斯的杯赛。”

天妒英才，这也是球迷对于罗伊斯的评
价。在此之前，德国也不乏屡屡因伤病退出国
家队的天才，比如戴斯勒、绍尔，他们也最终
无缘世界大赛。不过，罗伊斯并没有向命运屈
服。尽管欧洲杯之后，罗伊斯又遭遇十字韧带
断裂。经历了八个月的伤病期之后，罗伊斯在
2018年2月正式复出。11场比赛7个进球，曾经
无敌的“小火箭”又回来了。

也正因为罗伊斯在德甲联赛中的出色表
现，勒夫还是力排众议，将罗伊斯放进了27人
初选名单。世界杯最终名单是23人，从目前来
看，只要罗伊斯保持健康，就铁定会锁定德国
队的一个名额。考虑到巴西世界杯时罗伊斯也
是在入选初选名单的情况下，在最后一场热身
赛中受伤，接下来罗伊斯还需要格外小心。

如果罗伊斯能够顺利进入23人大名单，对
于双方来说，都是幸事。罗伊斯可以圆了世界
杯梦，德国队可以多了一名突击高手。对于球
迷来说，更是幸事。因为罗伊斯不仅球技出
众，颜值同样出众。

当然，有人欢喜有人忧。在罗伊斯回归之
时，他的好友格策却落选了大名单。世界杯之
后，格策就一直无法再达到巅峰，有人说“世
界杯决赛的进球，用光了格策所有的运气”。
勒夫表示，“我们在本赛季观看了格策的比
赛，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他最好的赛季，他没有
达到最高水平。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不是针
对谁，而是为了球队胜利才作出的选择。”

对此，不少球迷调侃：“俄罗斯世界杯，
是不是轮到罗伊斯举着格策的球衣庆祝了？”

德国队公布初选大名单，罗伊斯有望首次征战世界杯

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即将于6月15日在全国上映的黑帮动作喜
剧电影《猛虫过江》日前正式开启全国路演，
为造势宣传。导演小沈阳携片中主演宋芸桦亮
相济南，与观众分享电影背后的故事。

东北喜剧混搭台式小清新

《猛虫过江》是小沈阳的导演处女作，故
事讲述两位东北农村青年，机缘巧合从东北来
到台北，大闹台湾黑帮社团的喜剧故事。影片
集结肖央、刘桦、杨树林、热狗、李立群、金
士杰、陈汉典和纳豆等知名演员，浓郁的东北
地域特色混搭恬静的台式小清新，炮制出暑期
档别具一格的喜剧。

说到对于“猛虫”的理解，小沈阳表示：
“有那么一只猛虫不断尝试过江，每日努力，

久而久之，就成为了第一只飞过江的虫子，成
为了猛虫，在片中所呈现出来的喜剧元素也都
是自己这么多年积淀过程当中最猛的笑料，一
定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小沈阳透露，《猛虫过江》从有这个想法
到写剧本、筹备、拍摄完成用了三年的时间。
“最开始的时候朋友鼓励我尝试，我只想踏踏
实实地把戏演好。隔了半年时间我自己又想了
一下，自己还很年轻，学一门手艺其实也是好
事，学当导演也会明白很多的事情，为什么不
尝试一下？想通了以后，才决心尝试一下，看
看到底做导演跟演员的区别是什么。”

希望在故事当中让大家笑

《猛虫过江》中有黑帮戏，有动作戏，有
飞车戏，还有爆破戏，再加上喜剧，可谓融合
了多种元素。“以前看过好多港片还有台湾拍

的一些类似黑帮题材的电影，对这个还挺感兴
趣的。但是真正做起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尤
其是现在观众的品位变得越来越高，而喜剧写
实和贴合老百姓的东西，才能打动观众。所以
说喜剧+黑帮+动作元素特别难结合，你要把
它拍成纯喜剧，就会把黑帮戏的一些东西给弱
化掉，你要把黑帮的戏份加重一些，喜剧这块
就会凝住，大家就会笑不起来。但我希望在故
事当中让大家笑。”

除了黑帮戏和喜剧的融合，片中也有东北
元素和台湾元素的融合。“我那个时候想的是
按写实的手法去拍，现在的农村跟以前的农村
是很不同的，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但农村人
还是朴实的。所以我想，东北跟台北的结合，
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这个结合会让观众感觉到
很新鲜。尤其我们东北冬天是下雪的，台北是
不下的，台北是绿色的，东北是白色的，这种

反差就给观众一个视觉的冲击力，这个是我特
别期待的地方。”

与过去的表演风格不一样

影片中，小沈阳出演的沈福是一个农村小
伙子，“他突然因为一件事情去了台湾。他重
亲情，重朋友，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
信仰，一直在往前走。这个人物跟我那种张扬
的表情包一样的角色还是不同的，要换一种表
演方式。”

观众对小沈阳的表演风格非常熟悉，他却
表示，这个角色跟他以前的喜剧风格是很不一
样的，“这些年我也拍了很多的电影，自己在
成长，也在学习。我这几年戏也接的少了一
点，自己沉淀之后也有一些想法，要多从观众
的角度去想。所以我们的戏里有一些情怀的东
西，讲回归亲情和做人的本质。”

携导演处女作《猛虫过江》济南路演，小沈阳———

导演跟演员的区别是什么？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5月15日，法国戛纳，中国影片《地球最

后的夜晚》的导演毕赣(右二)、参演演员黄觉(右一)、
李鸿其(左二)和陈永忠(左一)亮相拍照式。



5月16日，香港，胡定欣出席电视剧《宫心计2：深宫计》记者会。 □CFP 供图

据新华社法国戛纳５月１５日电 中国导演毕赣
执导的《地球最后的夜晚》１５日亮相第７１届戛纳电影
节“一种关注”单元，影片个性化的叙事方式和３Ｄ长
镜头的运用引发观众和媒体的热议与好评。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毕赣的第二部长片作品，
由汤唯和黄觉主演，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重回贵州
故乡，开始一段寻找１２年前恋人的梦幻之旅。影片中
回忆与现实交织出现，配以文艺风格的对白，颇具魔
幻感，后半部分使用近一小时的３Ｄ长镜头，带领观
众走入主人公的梦境，这一新颖大胆的表达手法将
影片推向高潮。

影片首映后，其大胆的表达手法引发媒体广泛
探讨和好评。法国《解放报》评论说，这位中国导演在
新作中将观众带入了全新维度，“让人震撼，同时让
人目不暇接”。美国《好莱坞报道》认为，影片的３Ｄ长
镜头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业内人士探讨的话
题，镜头技术难度极高且充满诗意，这一罕见和大胆
的拍摄手法虽然挑战观众耐心，但值得在首映后做
更多展示。

2015年，毕赣的首部长片作品《路边野餐》在第
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第５２届台湾金马奖、第３７届
法国南特电影节上斩获７项大奖。

亮相戛纳电影节

中国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

获好评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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