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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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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事班的战士说：吃饭
时蟑螂都会藏起来，偶尔有
几只在外面的他们都会把它
们弄死。可到了后来，大家

就习以为常了，我们吃我们的饭，它们
在餐桌上逛它们的，毫不相干。因为这
东西斩不尽杀不绝，抗杀伤力还特别
强，什么杀虫剂、敌敌畏全都不起作
用。丁晓华拍下了这壮观的场景，
说：“可以上个头条呢。”

在这里，除了秃鹫、老鹰、蟑
螂，还有就是狗的问题。这里的狗不
同于国内的狗：身躯矮小精悍，毛色
黑黄发亮，双耳呈三角形尖耸直立，
嘴短须长，而且叫法特别，国内的狗
“汪汪”一叫听得舒坦，而这里的狗
根本不会“汪汪”的狗语，而是像狼
一样嚎叫。

三连列兵李飞第一次站夜岗时，
恰巧是凌晨3点多，就听见岗楼下一阵
狼嚎，当时他心里猛然一惊，赶紧用对
讲机向值班室报告：“有狼！”可等值班
员带领几名战士过来仔细一瞧，都笑
了，岗楼下居然是几只野狗在作怪。

清晨或傍晚它们在营区捉对撕
咬，尖齿凸出，狗眼血红，股尾紧
夹，腾挪跳闪，杀得满身血迹斑斑，
一片黄沙滚滚。午后它们在营区那片
浓密的芒果树荫下肆无忌惮地东倒西
歪，酣睡淋漓，若有人靠近惊醒梦中

狗，它也不惊不恼，只是狗眼微闭龇
齿低呜，着实可怖。白天它们越沟
坎、穿工事、钻过铁丝网从这个出兵
国营区到另个出兵国营区，俨然国际
友人的派头，或者就在营区悄无声息
巡游徘徊，也不避人车，队列训练时
它们也敢巡视般大摇大摆横穿而过，
搞得大家哭笑不得。夜幕降临，它们
仿佛迎来一天的狂欢，在几个国家的
营区内或长啸，或嘶咽、长叹低诉，
此起彼伏，遥相呼应，整夜不休。查
铺查哨时，可见它们在营区的沟坎中
东奔西跑，绿幽幽的狗眼若隐若现一
闪而过。

谢道明专门做了考证，此狗并非
平常之狗：此处居民衣不蔽体，食不
果腹，根本没有养狗的条件和必要，
如果见狗必争相棒杀而啖之，岂容它
们如此逍遥自在？就外表习性分析，
它们可能是家狗在险象丛生的非洲大
草原野化、进化的产物，或者干脆就
是野狗的后代，还可能与狼有点儿血
缘关系呢！

本来人狗相安无事，但这些家伙
近来颇有点儿不守规矩，据说还在其
他营区有袭击战士的劣行，在中国营
区也发现它们有小偷小摸的不良行
为。一日午后，晾衣架上的一件迷彩
服被风吹落，一只狗叼起就跑，恰被
上厕所的李翻译逮个正着，李翻译憋

住肚子不适，在大太阳下忍住近40℃
的地表温度，追了好几个来回，弄了
一身泥巴一身汗还差点儿中暑，才从
狗嘴里夺回衣服，不过还好，没被叼
到其他国家营区，不然那可要酿成
“国际事件”了。

除此之外，寄生在狗身上的跳蚤
也特别多。别看这些寄生物个头不
大，杀伤力却极强。掀起维和官兵们
的衣服，到处都是红色的大疙瘩，这
都是跳蚤咬的。官兵们每天上床的第
一件事不是躺下，而是坐在床上抓
痒。直到被咬的地方挠破了，再涂上
点风油精杀得疼一点儿才能躺下，不
然真是痒得无法入眠。

跳蚤虽小，逮起来却不容易。一
来个头小，肉眼难以发现；二来跳得
快，很难被抓着；三来外壳硬，用手
捏不死。为了能让自己睡个安稳觉，
官兵们白天把被褥拿到太阳底下暴
晒，在宿舍里喷杀虫剂，洗澡时浑身
涂上花露水……种种方法都试过了，
效果却不明显。

各国营区普遍如此，所以战区司
令部高度重视，专门召集各分队安全
官员研究狗的问题。因为一来不能射
杀，二来各营区都用铁丝网相隔，无
法驱逐封闭，所以联合国也没有研究
出个所以然来。一时间，看着营区这
一二十条狗，大家都犯了愁。

侯天喜把楼下找遍了，
却不见铃子的影子，他又回
到楼上铃子的房间，房间仍
然是原来的样子，他慌张着

回到宪兵队，向中村报告说：铃子不在。
中村望着他，一脸的不可思议。
中村坐上车要亲自去一趟马迭尔，

以前每次去马迭尔，中村都要换成便装，
做出一副外出散步的样子。这次，中村连
换衣服都没来得及，直接去了马迭尔。

侯天喜站在宪兵队的门前，背着手
等着中村，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
中村的吉普车闯进宪兵队大门。侯天喜
跑了几步，替中村拉开车门，中村铁青着
脸冲侯天喜道：你跟我来。

侯天喜和中村进到办公室时，中村
冲侯天喜道：铃子失踪了，这是谁干的？

中村断定铃子被人绑架了，侯天喜
脑子里突然冒出马斯洛夫挂在城头的尸
体，他马上想到娜塔莎那群俄罗斯人。虽
然他这么想，嘴上并没有那么说：太君，
是不是铃子在外面迷路了，也许过一会
儿就回来了。

中村咆哮一句：不可能，铃子从来没
离开过马迭尔，一定是遭人绑架了。

侯天喜第一次见中村这个样子，忙
低下头，他不敢接茬，他意识到铃子失踪
将是件非常棘手的难题。

该来的还是来了，果然中村命令道：
你去摸清绑架铃子的是什么人。说完这

话，中村似乎反应过来，话语软和了一些
道：天喜君，拜托了，铃子对我很重要。还
冲侯天喜鞠了一躬。

侯天喜见中村恢复了常态，才说：中
村太君，要是铃子真被绑架了，跑不出这
三种人，苏联的克格勃，中国人的地下
党，要么就是哈尔滨的黑社会。

中村盯着侯天喜，期待着他的下文。
侯天喜啧着嘴道：要是黑社会倒是

好说，无非是为了钱财，要是共产党的地
下党和克格勃干的，这件事就不好说了。

中村跌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说：
不论什么人，我都要找到铃子，不惜一切
代价。

侯天喜硬着头皮出现在娜塔莎面
前，自从马斯洛夫事件之后，娜塔莎对他
突然冷淡了起来，不仅冷淡，望着他的目
光也异样起来，以前那个温柔的娜塔莎
不见了。

受中村的委托，他还是硬着头皮出
现在娜塔莎面前。娜塔莎就像没看见他
一样，忙着自己手里的东西。

侯天喜：我找你有事，有急事。
娜塔莎直起身看着他。
他说：咱们去咖啡厅说话吧。
娜塔莎不冷不热地：有什么话，你就

在这里说吧。
侯天喜无奈地坐在娜塔莎地下室宿

舍里的一把椅子上道：铃子失踪了。
娜塔莎无动于衷地望着他，似乎没

听明白他说过的话。
他又说：住在二楼的铃子，那个日本

女人，她失踪了，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娜塔莎背过身去，又忙着叠衣服，嘴

里道：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日
本女人，我不认识。

侯天喜望着娜塔莎的背影，叹口气，
心想：也许她真不知道。

侯天喜站起身道：那你帮我打听打
听，你认识的人多。

侯天喜说完讪讪地就要出去，娜塔
莎此时转过身来：就让我这样给你打听？

侯天喜反应过来：当然不会白打听，
一定会有酬劳。

多少？娜塔莎一副讨价还价的样子。
侯天喜一时没了主张，他马上陪着

笑道：我是受朋友之托，我得回去问问朋
友。

娜塔莎举起双手连翻了三次道：没
有这些，我不会帮忙打听的。

侯天喜走出马迭尔，他突然意识到，
娜塔莎在报复自己。以前他一直和她做
生意，这次他就收了二十根金条才给了
娜塔莎日本人调防的情况，关于调防情
报，他是蒙的，别说他掌握不了具体情
况，就连中村都不知道具体内情，他只是
依据自己的理解，算出了大概的兵力情
况，糊弄了马斯洛夫和娜塔莎。当然，现
在马斯洛夫已经不在了，娜塔莎这是要
替朋友出气了。

□ 本报记者 王磊

俄罗斯世界杯上，将有伊朗、日本、韩
国、沙特、澳大利亚5支来自亚足联的球队参
赛，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有5支来自亚
足联的球队参赛。亚足联的参赛球队虽然多
了，但是小组突围前景不容乐观。

历史上仅有6次突围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亚足联球队历来是陪
太子读书的角色。第一支从小组赛完成突围的
亚足联球队还要追溯到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
当时决赛圈只有16支球队，朝鲜队依靠末轮击
败意大利队的表现，成功杀入八强。此后，长
达28年再没有亚足联球队杀入淘汰赛。1994年
美国世界杯，沙特队连胜摩洛哥队、比利时

队，成功晋级16强。
沉寂8年之后，亚足联球队在2002年的韩

日世界杯上取得了历史最佳战绩。虽然中国
队、沙特队均遭遇三连败出局，但是东道主韩
国队连克葡萄牙队、意大利队、西班牙队杀入
四强；另一个东道主日本队也打出2胜1平战绩
打进16强。不过，由于裁判因素，韩国队的成
绩备受质疑。后来，亚足联球队在2006年德
国世界杯上的全军覆没，似乎也说明了这一
点。

2010年南非世界杯，亚足联球队再次扬眉
吐气。韩国队在小组赛中，虽然不敌阿根廷
队，但是随后击败希腊队、战平尼日利亚队，
最终以小组第二突围。日本队击败丹麦队、喀
麦隆队，以小组第二晋级16强。澳大利亚队拿
到1胜1平1负战绩，只可惜净胜球处于劣势，
最终只拿到小组第三。朝鲜队虽然三战皆败，
但是在巴西队身上收获进球。

2014年巴西世界杯，亚足联球队再次遭遇
全军覆没。澳大利亚三战全负，日本队一平两
负，伊朗队一平两负，韩国队一平两负。这也
是1994年之后，亚足联球队首次在世界杯上一
场不胜。

谁能在俄罗斯避免尴尬？

俄罗斯世界杯，亚足联将首次有5支球队
联袂出击。或许他们有希望避免上一届一场不
胜的尴尬，但是要想完成小组突围，难度极
大。

先来看亚洲排名最高的伊朗队，“波斯铁
骑”打出6胜4平的不败战绩，打进10球丢2
球，堪称亚洲的巨无霸球队。但是在热身赛
中，伊朗队拿没进世界杯的土耳其队毫无办
法，最终1：2败北。世界杯上，他们与西班牙
队、葡萄牙队、摩洛哥队分在同组。除了对阵
摩洛哥队尚可争取胜利外，其他两战只能祈求
对手运气不佳，或许还有出线希望。

韩国队在12强赛期间战绩就不佳，直到最
后一轮才以小组第二出线，而且只比中国队多
3分。世界杯上，“太极虎”与卫冕冠军德国
队、墨西哥队以及瑞典队分在一起。即便他们
拥有孙兴慜这样立足英超的一线球星，与其他
三队相比，他们想要拿场平局很困难。正因为
如此，韩国队放弃了李青龙、李根镐等攻击
手，而是储备了大量的防守球员。

日本队以12强赛B组头名突围。与伊朗、

韩国相比，日本队在世界杯上的对手要稍弱一
点，他们与波兰队、塞内加尔队、哥伦比亚队
同组。日本队需要出线，起码要击败塞内加尔
队，并且再与波兰队、哥伦比亚队死磕，如果
运气够好，他们或许有希望以小组第二突围。
攻击力是日本队急需要加强的，香川真司、冈
崎慎司、本田圭佑将肩负重任。

沙特队在预选赛上的成绩非常出色，只比
日本队少1分。世界杯上，他们与东道主俄罗
斯队、苏亚雷斯领衔的乌拉圭队以及萨拉赫领
衔的埃及队同组。从实力对比上来说，沙特队
是该小组最弱的。即便萨拉赫伤势不明朗，沙
特队也很难取胜。而面对东道主和强大的乌拉
圭队，沙特队很难全身而退，小组出局不可避
免。

磕磕绊绊最终通过附加赛才进入世界杯
的澳大利亚队，世界杯前景也不算好。世界
杯上，“澳洲袋鼠”与法国队、秘鲁队以及
丹麦队分在一组。法国队实力雄厚，很有希
望夺得头名。拥有格雷罗的秘鲁队和拥有埃
里克森的丹麦队，不仅世界排名高，即战力
也很强，对于老迈的澳大利亚队来说，恐怕
很难突围。

亚足联球队，谁能突出重围？

文体

据新华社巴黎6月2日电 在2日的法网赛
场上，两位单打头号种子选手纳达尔和哈勒普
赢下各自第三轮比赛，挺进16强。本届赛事两
位颇具看点的女将莎拉波娃和小威廉姆斯收获
胜利后，将在第四轮上演焦点对决。

纳达尔在与东道主选手加斯奎特的此前15
次交手中全部取胜。这一次又是“红土之王”
率先上手，开场后连胜五局。逆境中加斯奎特
提高了发球质量，纳达尔的失误开始增多，被
加斯奎特连扳三局，第九局纳达尔保发后以6:
3赢得首盘。纳达尔此后未再给对手太多机
会，随着加斯奎特在第三盘第八局中反手回球
出界，纳达尔以6：2和6：2再胜两盘。

哈勒普在与德国选手佩特科维奇的较量中

首盘遭遇挑战，不过世界第一还是以7:5笑到
最后。第二盘首局佩特科维奇在救球过程中右
膝受伤，简单治疗过后她重新登场，但右膝厚
厚的绷带明显影响了她的移动速度，哈勒普
“送蛋”后晋级。

一场焦点战在俄罗斯美女莎拉波娃与六号
种子卡·普利斯科娃之间展开。莎拉波娃整场
压制着对手，全场仅丢三局，以6:2和6:1轻松
获胜。

莎娃强势，小威出彩。小威这位23次大满
贯单打冠军得主顶住了11号种子格尔格斯的11
记Ace球，以6:3和6:4赢得下一轮与莎拉波娃碰
面的机会。

谈及与小威的对决，莎拉波娃说：“任何时

候面对她，你都很清楚面前的挑战。我不会去
想与她之前交手的战绩，而是渴望站在赛场
上，与最优秀的运动员展开较量。”

三号种子穆古拉扎以6:0和6:2完胜澳大利
亚老将斯托瑟。八号种子科维托娃两盘均进入
“抢七”，被爱沙尼亚选手康塔维特淘汰出局。
加西亚、斯蒂芬斯、科贝尔等女单种子选手也
锁定16强席位。

男单三号种子西里奇以6:3、6：2和6：4横扫
美国的约翰逊。五号种子德尔波特罗同样直落
三盘击败西班牙人维诺拉斯。八号种子戈芬在
因雨被推迟至当日进行的较量中苦战五盘，险
胜主场作战的孟菲尔斯。晋级下一轮的男单种
子选手还有施瓦茨曼、安德森、伊斯内尔和弗

格尼尼。
中国的徐一幡与加拿大选手达布罗斯基的

组合以6：2和6：2战胜克里斯蒂安/维特赫夫
特，挺进女双16强。另一场比赛中，王蔷与罗
马尼亚姑娘贝古以3：6和5：7负于克莱帕茨/桑
切斯。

徐一幡又与奥地利人马拉什搭档，在混双
第二轮中6:3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斯皮尔斯/
卡瓦尔以7：6(3)和10：6逆转淘汰出局。

法网于3日进行单打八分之一决赛，亚·
兹维列夫、沃兹尼亚奇等高排位种子将向八
强席位发起冲击。中国选手王欣瑜、王曦雨
和穆涛将在本届法网青少年组单打首轮赛事
中亮相。

法网赛场

头号种子晋级无悬念 莎娃、小威会师第四轮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讯 6月3日，为期两天的“玲珑轮胎杯”

2018年威海国际棒球邀请赛在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棒球场落下帷幕。此次比赛由山东省小球运动
联合会、威海市体育局、威海临港区管委联合主办，
共有来自中韩两国的六支高水平队伍参与。

据了解，威海国际棒球邀请赛已被列为威海市
对外体育交流重点项目之一，自2016年起，每年举行
一届。赛事旨在搭建中韩棒球手相互切磋球技、交流
经验的舞台，使球员们在享受棒球运动快乐的同时，
融洽感情，建立友谊。

威海国际棒球邀请赛收棒

□新华社发
6月3日，林高

远/樊振东 (右 )在
颁奖仪式上。

当日，在广东
深圳举行的2018国
际乒联世界巡回赛
中国公开赛男双决
赛中，中国组合林
高远/樊振东以3比
0战胜伊奥内斯库
(罗马尼亚 ) /罗贝
尔 斯 ( 西 班 牙 ) 组
合，获得冠军。

据新华社堪培拉6月3日电 澳大利亚队3日上午公布了参加俄罗斯世界杯的球员
名单，38岁的卡希尔即将迎来自己的第四届世界杯。

卡希尔此前在德国、南非和巴西的世界杯上都曾取得进球。目前，他已为澳大利亚
打进50球，是国家队进球纪录保持者。

后卫米利根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世界杯，而队长耶迪纳克将第三次参加，这位克罗地
亚裔球员是球队中后场防守核心，澳大利亚此次能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就是凭借他对
阵洪都拉斯时的“帽子戏法”。

其他球员中，只有莱基、卢翁戈和瑞安有过世界杯经历。入选名单的阿尔扎尼年仅
19岁，这位伊朗裔小将目前效力于墨尔本城队。而布里兰特、考劳奇、特罗伊西和鲁卡维
齐亚则被排除在23人名单之外。

澳大利亚队这周将继续在土耳其进行训练，9日他们将同匈牙利在布达佩斯进行友
谊赛，之后16日将与法国队在喀山举行世界杯小组赛首战。

名单如下：
门将：布拉德·琼斯、马特·瑞安、丹尼·武科维奇；
后卫：阿齐兹·比伊奇、米洛斯·德格内克、马特·尤尔曼、马克·米利根、詹姆斯·梅雷

迪思、乔希·里斯登、特伦特·塞恩斯伯里；
中场：杰克逊·欧文、米尔·耶迪纳克、马西莫·卢翁戈、阿伦·穆伊、汤姆·罗吉奇；
前锋：丹尼尔·阿尔扎尼、蒂姆·卡希尔、托米·尤里奇、罗比·克鲁泽、马特·莱基、杰

米·麦克拉伦、安德鲁·纳波特、迪米特里·佩特拉托斯。

“袋鼠军团”公布世界杯23人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据ESPN报道，比利时
球星孔帕尼在与葡萄牙队的热身赛中大腿根受伤，
需要接受检查后才能确定他是否能够出征俄罗斯世
界杯。

在比赛进行至第55分钟时，孔帕尼似乎在抢球
中受伤，随后立即离开了赛场。比利时队主教练马丁
内斯透露，他们需要48个小时才能确定孔帕尼的伤
情严重程度。所有世界杯参赛队需要在4日递交参赛
名单。留给比利时队的时间有点紧张。

“你能感觉到，当他下场时我们都非常揪心。他
走下来时说他大腿根感觉不舒服。他不是年轻球员，
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马丁内斯说。

在刚刚结束的赛季里，孔帕尼一直伤病不断，整
个赛季他只踢了17场英超比赛。2016年5月，他在欧
冠半决赛中大腿受伤，因此错过了当年在法国举行
的欧锦赛。

大腿受伤

孔帕尼出战世界杯成疑

据新华社伦敦6月2日电 英格兰足球队2日在
温布利球场举行的一场世界杯热身赛中，以2:1战胜
尼日利亚队。

切尔西后卫卡希尔开场7分钟头球破门为英格
兰队取得领先，来自热刺的队长凯恩在上半场结束
前在禁区边缘劲射得分。

下半场开始仅两分钟，尼日利亚队的伊加洛射
门击中门柱弹回，为阿森纳效力的伊沃比补射入网，
为尼日利亚队扳回一球。

热刺队的阿里成为这场比赛的焦点，阿里出生
在英国，但父亲来自尼日利亚，他本来可以代表尼日
利亚队踢球，比赛中只要他碰到球，尼日利亚球迷就
会报以嘘声。

凯恩赛后说：“上半场我们发挥很好，传球很快，
创造了很多机会，但下半场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他
们变换了阵型，给我们施加了很大压力，当然我们很
快就适应了节奏，最后应对得非常好。”

英格兰队5天后还将在英国北部的利兹迎战哥
斯达黎加队，举行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然后
在6月12日出发前往俄罗斯，并在6月18日迎战小组
赛首个对手突尼斯队。

世界杯热身赛

英格兰击败尼日利亚

□新华社发
6月3日，在2018年中比国际女篮对抗赛中，中国

队以81比62战胜比利时队。图为中国队球员李梦(右)
在比赛中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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