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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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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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一鸣长出了一口气回

答道：“也许世间本没有完
美，完美只是存在于每个人
的心中而已。现阶段的我认

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是爱情的完美
境界。可是都境界了，又有几个人能达到
呢，现实的无奈总是把理想剥得七零八
落。”

张佳媛摇着脑袋说：“本以为接触
世事后重读这本书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反
应，当年读完我就想这本书轻易不能再
重读了，对人情绪的冲击太大。”

庄一鸣笑她：“真是小女生，读书
还能读出这个效果来。心情就得靠自己
调节，别人说得再多，关键还是自
己。”

张佳媛不理他，继续把思绪放飞。
她神游了一会儿，突然问庄一鸣：“听他
们说你们很多人都不坚持吃药了？”

庄一鸣说：“这让我怎么回答？你是
工作呢，还是生活呢？问这个问题。”

张佳媛说：“我是问你！是关心你。”
庄一鸣说：“也吃呢，也没总是吃。”
张佳媛说：“那就是没吃呗。我给你

说，那每次两片的药你必须要吃。”
庄一鸣被她突然转变的情绪弄得不

知所措，忙说：“我知道，营里对这个问题
抓得很严。”

张佳媛说：“营里抓得严有什么用？
关键是你自己重视起来，自身做好加强

防护。如果你自身努力防护还中标了那
另当别论，但如果因为你轻视而有事，你
不是自己找事吗？”

庄一鸣满脸苦笑：“这口气怎么突然
像我妈了……”

“当你现在坐在我曾经坐过的电脑
桌前，看着咱俩一起看过的屏幕，摸着我
轻柔摸过的鼠标，靠着我曾经靠过很软
很舒服的垫子，看到电脑下咱们俩一起
粘白胶布共同完成的垫板，你是不是都
会想起我呢？当你歪着脑袋痛苦地数表
针的时候，当你舔着上颚应该已经好了
的口腔溃疡的时候，当你用那个我喝过
水的大杯子喝茶时，舌尖舔到杯子边的
时候，你是不是都能感觉到空气中我的
气息呢？”

营部书记员丁晓华站在张佳媛身
后，看着她轻快的指尖打出了这段话，不
禁扑哧一笑。张佳媛这才发现身后有人，
起来直打丁晓华：“你这人怎么这么讨
厌，侵犯人家的隐私。”

丁晓华呵呵笑了，说：“怪不得要过
来用电脑呢，原来是有心事啊。你真有雅
兴，天天这样的伙食还能让你产生出如
此细腻的情感来。”

张佳媛问道：“你是说咱们吃的馒头
吧？”

丁晓华点点头：“对，馒头最差劲，因
为咱们吃的都是过期的面粉。”

张佳媛惊讶得不行了：“啊，不会吧，

怎么能这样？我们是来维和，不是来当苦
力。”

丁晓华说：“没办法，天气太炎热，运
输又不行，过期很正常。按照协约规定，
维和部队抵达任务区后由联南苏团主管
部门负责后勤保障，但是这里安全形势
不容乐观，食品供应经常推迟两三天才
能到达，加上天气闷热潮湿，所供食品大
多变了味。”

张佳媛皱着眉头说：“那馒头蒸出
来，黑得锃亮、硬得出奇、酸得要命，还有
一股浓浓的霉味，好几顿我都没吃了。”

丁晓华说：“那怎么行？”
张佳媛满不在乎：“我把过期的方便

面拿出来了，就着开水硬咽下去，算是充
饥了。”

丁晓华打断她说：“这可不行，这估
计比那黑馒头还伤害身体。对了，我们队
部的还给那馒头编了几句词呢：‘黑馒
头，硬石头；酸掉牙，打死狗。’”

张佳媛呵呵地笑：“形象，形象。古有
望梅止渴的传说，今有闻馍倒胃。我也是
这感觉，发白的大米做出来也变成了绿
色，蔬菜更是别指望能上桌了，只能吃
发霉变味的干豆角、干蕨菜、干土豆
片。我现在一看见干菜就反胃、流酸
水，一提起馒头来，胃里不舒服就想
吐。”

丁晓华说：“那也没什么办法，只
能苦中取乐吧。”

果然，没多久，李队长
带着警局的人就回到了警
局，出发时李队长带走了几
十号子人，回来时，只剩下十

几个囫囵的，还有一些弟兄躺在医院里。
有十几个兄弟在围剿抗联时阵亡了。

李队长灰头土脸，自己也挂了彩，一
只胳膊被吊在胸前，他一回到警局，就跪
在院子中央，哭天抢地地大喊一声：魏局
长，我对不住你呀。

李队长跪下，其他回来的十几个警员仿
佛自己做了错事，垂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面。

魏局长看到眼前的情形，什么都明白
了。他踉跄着奔过去，扶起李队长，望着眼
前的残兵败将：那些兄弟都扔在那儿了？

李队长望一眼魏局长突然号啕大哭
起来。

魏局长仰起头望着天，转过身去，泪
就流了下来。又一次抬起头冲天喊：老天
爷呀，你让我咋交代呀。

那天晚上，在警局外的十字路口旁，
魏局长带着全体警员，为死去的兄弟们
烧纸。这都是和魏局长当年在一起的兄
弟，他们的情谊如兄弟一样，活着的人一
边烧纸一边喊着死去兄弟的名字。

纸火熊熊，纸灰飞舞。眼前的情景悲
泣苍凉，许多百姓站在远处围观，不明真
相地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

马天阳掺杂在人群中，他用树枝翻
弄着没烧透的纸张，在这种氛围下，心里

不免悲泣起来。莫名的，他又想到了宋
鸽。一想起宋鸽，心情就复杂起来，心里
五味杂陈。和众人一起，流下了泪水。

这件事情发生后，果然有一堆死者
家属找到警局，她们拖儿带女，呼天抢
地。魏局长冲这些人跪下来，冲众人磕了
三个头道：我魏老三对不起死去的兄弟，
更对不起你们孤儿寡母，以后有我魏老
三吃干的，决不让你们喝稀的。

他招了一下手，有警员过来抱着银
元分发给这些死难兄弟的家属们。这些
钱一部分是日本人给的安葬费，大部分
都是警员们凑的。

拿到钱的死难者家属抹着泪，喊着死
难者名字走了，警局院里又恢复了平静。

那些日子，警局的每个人心情都不
好，个个哭丧着脸，但还得出去到街上执
勤，工作还得做，这是他们的饭碗，一家
老小还指望这份工作养家糊口。

魏局长成天像丢了魂儿似的，马天
阳只好一遍遍劝慰着难过的魏局长。

一天，魏局长把半截烟头摁灭，探过
头，一双浑浊的眼睛望着马天阳说：你到
底是不是那面的人？

魏局长这么问让他吃了一惊，他望
着魏局长，希望能望见魏局长的真实想
法，魏局长的脸上却看不出半分其他表
情。两年多的时间，他和魏局长朝夕相
处，他只能用“好人”这两个字来评价魏
局长。但他也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在

第三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是组织
纪律，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犹豫了几秒之后，他坐下来：局长，
你怎么会问这个？

魏局长仍那个动作、那个眼神道：我
问你，到底是不是？

马天阳马上说：局长，当初你从宪兵
队把我保出来，也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这
个情我一辈子也还不上。

魏局长挥下手说：别跟我扯这个，你
小子咱们一起搅勺子也两年多了，我对
你咋样，你心里清楚，今天这里也没外
人，我就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马天阳笑了一下：不是，魏局长，你
也怀疑我？

魏局长把背靠在椅子上：这话可不
好说，人不可貌相，当初宋鸽，那么个文
静女子，她都是共产党。

马天阳低下头：当初日本人也是怀疑
这一点，才把我抓去的。魏局长，你想想，如
果我是共产党，宋鸽不早把我供出来了？

提到宋鸽他心疼了一下。
魏局长眯上眼睛，望着天棚说：当初

你和宋鸽是多么般配的一对呀，我还等
着吃你们喜糖呢。

魏局长默了一会儿又说：宋鸽走后，
再也没有消息？

他摇了摇头，此时他又想哭。
魏局长叹了：多好的孩子呀，就这

么走了。

□ 本报记者 王磊

中国队没进世界杯，世界杯就没中国人什
么事了？大错特错。俄罗斯世界杯上，将有多
个来自中国产品的广告亮相。其中，7个顶级
赞助商，中国企业占据1个席位；5个二级赞助
商，中国企业占据3个席位。

翻看世界杯88年的历史，中国足球只有一
次杀入世界杯，中国企业也只有一家成为世界
杯的赞助商。2010年南非世界杯，来自河北的
光伏企业中国英利集团成为世界杯的二级赞助
商。2014年巴西世界杯，英利顶住亏损压力，
仍旧选择了赞助世界杯。他们也顺理成章地成
为第一个连续赞助两届世界杯的中国企业。

英利开了中国企业赞助世界杯的先河之
后，其他企业也跃跃欲试。巧合的是，国际足

联恰好爆出腐败丑闻，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
机。许多赞助商都提前退出，与国际足联合作
多年的顶级赞助商索尼和阿联酋航空先后退
出。国际足联也一直在寻找替代者，最终卡塔
尔航空、大连万达、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接盘。

相比于英利的小打小闹，万达“玩”得更
大。甲A时代直接赞助大连队的万达，成就了
一段传奇佳话。随后，万达又投资马竞、盈方
体育，赚得钵满盆满。2016年，万达与国际足
联签约，成为国际足联（2016至2030年）的顶
级赞助商。据悉，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每年
的费用在1 . 8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万达将支
付给国际足联超过80亿美元。

除了顶级赞助商万达之外，还有3家中国
企业成为二级赞助商，也就是世界杯赞助商。
相比于巴西世界杯时的8家二级赞助商，俄罗
斯世界杯只找到了5家赞助商。这也就意味着
中国企业占据了二级赞助商的大半江山。

其中，球迷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青岛海信集
团。早在两年前，他们就斥资5000万欧元赞助
了欧洲杯，成为欧洲杯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
的赞助商。俄罗斯世界杯，由于索尼的退出，
海信成功取而代之。据悉，这一次海信花费了

近1亿欧元。海信除了获得每场比赛的广告牌
展示之外，还获得了OTT（互联网电视）直
播权。

索尼的退出，还让另一个中国手机品牌
vivo成为世界杯赞助商。2017年，vivo与国际足
联签订合约，前者成为2018、2022年世界杯赞
助商。其实，vivo之所以敢如此下血本投入，
也是之前尝到了赞助体育赛事的甜头。在此之
前，他们是NBA和印度板球联赛的赞助商。
在世界杯开始前，vivo出品了多款世界杯定制
手机。

俄罗斯世界杯还特别设置了一个乳制品赞
助商，中国企业蒙牛成为第一个尝鲜的企业。
与vivo一样，蒙牛在赞助世界杯之前，也赞助
了NBA。目前，蒙牛聘请梅西作为代言人制
作了一段“自然力量，天生要强”的广告，一
夜之间火了。蒙牛方面也希望借此扩大品牌影
响力，像万达、海信一样走向海外。

正在将业务推向五大洲的中国电动车企业
雅迪，则以2000万美元成为世界杯亚洲区域赞
助商，他们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杯区域
赞助商。还有的中国企业因为资金有限，无法
提供亿元赞助费，选择另辟蹊径，赞助世界杯

参赛球队。比如和信贷、德尔地板成为阿根廷
队的官方赞助商。礼德财富成为欧洲杯冠军葡
萄牙队的官方赞助商。

中国企业之所以如此热衷世界杯，主要源
于世界杯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赛事，赞助企业
能够得到知名度的扩大和经济利益的提升。南
非世界杯期间，英利股价一度上涨40%。即便
是光伏企业全线低迷时，巴西世界杯期间，英
利的股价也提升了3%。而赞助欧洲杯的海
信，同样获利不小，欧洲销售量大幅增长，法
国市场更加提升三倍。

此外，企业本身就有宣传需要。有人算过
一笔账，欧洲杯期间，海信的广告在央视累计
露出时长21165秒，仅按直播前后中场等同时
间段15秒广告单价核算，折合广告总金额为
5 . 7亿元。这还不算其他媒体尤其是海外媒体
的报道，保守估计广告金额接近10亿元。从广
告角度来说，赞助商也会稳赚不赔。

当然，世界杯赞助企业也大多有赞助体育
赛事的背景，并且也尝到过甜头。再加上莫斯
科与北京只有5个小时时差，大多数赛事都在
18：00到24：00的黄金时段进行，中国企业可
以实现广告价值的最大化。

7个顶级赞助商，中国企业占1席；5个二级赞助商，中国企业占3席———

中国企业成世界杯赞助主力

□ 丁宜 凌朔

四合院里，大槐树下，一台９英寸黑白电视
机，一集几分钟的国产动画片，能吸引一整条胡
同的孩子们……上世纪７０年代末那些定格在人
们生活里的画面，被动画片的简单线条和单调
色块调和成最斑斓的时代记忆。

“小蝌蚪”不找妈妈找市场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生产了
一批优秀动画作品，在世界动画电影市场形成
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电影动画流派。其中，中国
第一部水墨动画电影《小蝌蚪找妈妈》获瑞士洛
迦诺国际电影节短片银帆奖、法国阿讷西国际
动画电影节短片特别奖。而《大闹天宫》则被外
媒评价为“完美地呈现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
格”。那时候，无论小蝌蚪还是孙悟空，画什么、
怎么画，都是计划经济说了算。改革开放取消

“统购统销”后，小蝌蚪需要自己寻找的不再是
妈妈，而是市场；金箍棒再厉害，也不得不接受
票房这个紧箍咒的牵引。

“伴随中国电影整体走向市场化，中国动画
电影也以不可逆之势迈向市场化。”中国电影家
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经过较长一段时间阵痛，
随着中国对动画电影的重视、广大创作人才集
聚，中国动画电影近年来出现新的积极变化。他
期待未来通过市场化手段有针对性地提升中国
动画企业的自身能力，推动中国动画电影更公
平、更高效、更可持续发展。

一个“葫芦娃”成不了大气候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堂上，陈焱激情四射
地开着讲座，题目是“好莱坞电影产业在全球的
新战场”。

１９８５年，陈焱赴美求学，获俄亥俄州立大学
电影文学硕士及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她
曾在索尼、米高梅、米拉麦克斯、派拉蒙等好莱
坞影业巨头公司工作，如今是好莱坞中国传媒
咨询公司总裁。

“改革开放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带来更
开放的国际合作机会与渠道。”她十分看好中国
电影在发展趋势、规模和市场方面的巨大潜力。

以中美合资东方梦工厂为代表的中外合作
项目助力本土创意与人才走向国际化；中国在
全球最大动画电影盛会之一、素有“动画奥斯
卡”之称的法国阿讷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担任
主宾国；《大鱼海棠》《大世界》等为代表的一批
中国动画电影频频亮相国际权威电影节，擒获
大奖或入围主竞赛单元……

在几十年的奋斗中，中国动画人慢慢悟出
一个道理：孙悟空要到国际市场的“天宫”中才
能闹出动静；葫芦娃必须齐心协力，才能打败一
个又一个对手。于是，告别早期的单打独斗式

“出海”，国产动画电影近年来加速群体性、规模
化“出海”，不断积累自身的整体国际认知度。

会创新才是“熊猫”的真功夫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１９９８年，当《木兰
辞》的主人公被远在万里之外、隔有“文化关山”
的迪士尼公司搬上银幕并取得巨大成功时，许
多中国动画人一边陷入“问女何所思”的困惑，
一边思索如何从模仿走向创新。

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孙立军不讳言，自己

就是改革开放的典型缩影和受益者。“从我的亲
身经历可以看出，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动
画电影正经历一个从‘模仿’到‘原创’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好莱坞迪士尼旗下工作室、
有“日本动画好莱坞”之称的吉卜力工作室、世
界动画教育名列前茅的法国戈布兰动画学院的
暑期工作坊，都留下中国电影人向美日欧等动
画产业发达国家“取经”的身影。

近年来，北京电影学院阿达实验班应运而
生，旨在“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和贡献精神的本土
动画人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北
京电影学院联合实施“动漫高端人才联合培养
实验班计划”，搭建了人才选拔、课程教育、实践
应用和创作展示的平台，逐渐形成一条中国动
漫人才培养特色之路。

中国动画人参悟到，熊猫阿宝永远无法从
精通功夫的老虎、猴子、仙鹤、毒蛇和螳螂身上
习得真正的武功，只有发挥自身优势，才能打出
熊猫拳和肚皮功这般可以笑傲江湖的武林绝
学。

（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３１日电）

从《黑猫警长》到《大鱼海棠》
——— 中国动画走向改革开放的４０年

广告

据新华社马德里5月31日电 皇家马德里俱乐部31日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法国人齐达内辞
去主帅职务。

齐达内(图右)与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佩雷斯一起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齐达内说：“我决定不再
继续担任皇家马德里主教练一职。选在这个时刻宣布这个消息可能有些奇怪，但我认为这支球队需要
一个改变来继续赢得比赛，需要新的执教理念，这是我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已经用短
信告知了球员们这一消息，并已经就此事与队长拉莫斯通过话。

齐达内还强调，自己离开的原因“比看上去更简单”。“我这么做是为了俱乐部着想。我认为下赛季
球队在我的带领下或许很难再赢得冠军。如果我要再留一个赛季，却不能善始善终，这将是我不愿意
看到的。”

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佩雷斯感谢齐达内这些年的努力。他说：“在赢得欧冠冠军后，这是一个令
人意外的决定，但我们只能接受并尊重它。当我知道他的决定的时候，我很震惊。我很想说服他改主
意，但我了解他的性格。”他也肯定说，这“不是再见，只是一次小别”。

齐达内辞去皇马主教练职务

据新华社深圳5月31日电 国际乒联2018世界
巡回赛中国(深圳)公开赛31日男单正赛首轮爆出冷
门，现世界排名第四的中国选手许昕1：4不敌21岁
韩国小将林仲勋。

本场比赛是两人首次交锋，现世界排名第39位
的林仲勋率先进入状态，以11：7拿下首局。经过
调整，许昕11：9扳回一局。此后林仲勋越打越
顺，而许昕则失误连连，多次请求暂停也没能止住
颓势，最终以6：11、7：11和6：11连丢三局，遗憾
出局。

赛后许昕表示输球主要是自身问题，“很多觉
得自己能得分的球都失误了”。许昕也赞美了对手
的发挥，“之前没和他打过，他打法比较凶，一些
回球超出了我的想象”。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男单首日

许昕爆冷出局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记者31日从北京市
重大项目办获悉，《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及配套
基础设施总体建设计划》31日正式发布，冬奥会场
馆和配套设施建设时间表确定。

据介绍，随着冬奥会“北京周期”的开启，北
京冬奥会场馆已由规划建设阶段进入全面建设阶
段。根据总体建设计划，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及
配套基础设施共列入52个建设项目。其中，场馆项
目18项，包括新建场馆8项、改造场馆8项、临建场
馆2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1项；其他配套项
目3项。

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首钢滑雪大跳台中
心、冬运中心综合训练馆，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等新建竞赛场馆将于
2020年6月底前竣工；北京冬奥村、延庆冬奥村、
延庆山地新闻中心等新建非竞赛场馆将于2021年竣
工；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心
等8个改造场馆将于2020年至2021年陆续竣工。

目前，国家速滑馆、冬运中心综合训练馆、北
京冬奥村、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等5个主要新建场馆，以及11项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已开工建设。根据计划安排，今年还将有包括延庆
冬奥村在内的26个冬奥工程项目开工。

冬奥会场馆及配套基础设施

北京发布总体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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