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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水，就开始攻克
“菜园”的问题。种菜可是
门学问，特别在南苏丹这样
的地方，更需要懂得专业知

识。来南苏丹前，司务长赵四季抱着蔬菜
种植的书本啃时，大家都劝告他别异想
天开，以免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老赵却不以为然，非得要整个“动静”
出来。为了打好理论基础，他每天都抱
着书本一页页地啃，一项项地消化。

其实，在国内集训期间，李英枳也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出征前，他就备齐
了各类菜籽几十种。准备在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号召官兵发扬“南泥湾”精
神，自己动手，开荒种菜。他把菜籽捐
给了炊事班，并给菜地起名“联合国绿
区”。

看到土壤沙化严重不利蔬菜生长，
赵四季就带着身边的几个人到营区外边
一锹锹地挖田换土，改良土质。仅用1
个月时间，他们在营区里就开垦改良出
1000多平方米菜地，陆续种上了菠菜、
油菜、大葱、豆荚等菜种。

为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赵
四季头顶烈日蹲在菜地里，学习研究培
植、嫁接、授粉技术，有时一蹲就是几
小时，腿麻得站不起来，脸和胳膊晒脱
了一层又一层皮。

尽管费了大量精力专门研究，但当
地独特的气候仍让李英枳带去的温区菜

种水土不服。小小的嫩苗经过近50℃高
温的炙烤，下午全都蔫了。

第一次试种失败了，官兵们没有气
馁。看到给哨兵配备的遮阳伞，赵四季
琢磨着：能不能给菜苗也打个伞呢？于
是，搭架子、拉铁丝、上遮阳网，第二
批菜苗出土后，一片生机勃勃。

正当菜苗无忧无虑生长的时候，赵
四季又发现，菜苗虽长势喜人，但株株
都“面黄肌瘦”，明显的营养不良。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在
这儿既无化肥，又无牲畜粪便沤肥，怎
么办？如果把生活废水和厕所废水分
离，利用化粪池内的粪水浇灌菜地，肯
定没问题。这一招果然奏效，所有的菜
苗又变得墨绿茁壮了。看来，真是“只
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
要措施得力，菜是能种好的。

根据反复试验，心中有了底。板房
建设接近尾声的同时，赵四季带领大家
在营区东南角开垦了约三亩大小的菜
地，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营里给每个人
都分了一点儿责任田，由个人负责维
护。这样一来，闲暇时，大家都会跑到
自己的责任田里去浇水、间苗、除草、
施肥。

种菜虽然不是庄一鸣的强项，但他
侦察得比较好，只要张佳媛去菜地了，
庄一鸣随后就到。

庄一鸣的腰最近不太好，张佳媛问

他怎么了，庄一鸣说，周二下午去打
球，跳起抓篮板时和一个战士脚绊到一
起了，就那么直挺挺倒下去了，左屁股
疼得我咬牙切齿，左手支撑着地，强度
太大，手腕也给扭伤了，搞得这几天睡
觉屁股都不敢挨床。

张佳媛笑说：“不过这种运动伤好
得也快，红花油一抹就行了。”庄一鸣
说：“嗯，现在手腕基本上已经好了，屁股
也轻了好多。”张佳媛呵呵笑起来。

庄一鸣说：“这不是第一次受伤了，
星期四下午打篮球，工兵来个大个子，也
是抢篮板，他起跳落地直接把胳膊肘子
塞我嘴里了。”

张佳媛忍不住大笑起来：“吃肘子
啊？”

庄一鸣说：“你想想，人从高空落
下，自身的重力，加胳膊的甩力，都集
中在我的门牙上。唉，我可怜的门牙。
当时我就感觉三颗门牙往里去了一大
截，都不用矫形了，从牙根开始松动，
我用手摸感觉还能来回动，但奇怪的是
没有流血。”

张佳媛赞叹地说：“你可怜的牙齿
是多么的坚强啊，那你怎么吃饭的啊？”

庄一鸣说：“后果是我喝了这么几天
稀饭，因为连面条都不能吃，一碰牙就
疼。也就权当减肥了，现在好多了，除
了不敢啃苹果，米饭已经没有问题了。
不过好像吃米饭也用不着门牙。”

他过去把宿舍门关上，
小声地：快说。

小杨压低声音很快地
说：组织决定救出林书记。

他望着小杨。
小杨：组织命令我配合你，把林书记

救到城外，那里有人接应。
他沉默在那里，这里戒备森严，想把

林书记救出去谈何容易。
小杨说：组织让我告诉你，组织全力

配合你，你要有个方案。
他坐在床沿上，冲小杨说：让我想

想。
小杨：那我告辞了。你要找我，还是

老时间老地方。
他点点头。
小杨打开门。
他冲小杨大声说：表弟我送送你。
因果
侯天喜是从马迭尔西餐厅喝完酒回

宪兵队的路上，被人蒙头带走的。
侯天喜这段时间比较郁闷，铃子事

件之后，宪兵队来了新队长小野五郎，小
野五郎许多事并不需要他，而是独来独
往，对待他这个翻译官也是一副可有可
无的样子。许多时候，宪兵队内部开会，
侯天喜也无法到场，仿佛他是被日本人
防着的外人。

中村在的时候，无论什么场合，都会
把他带在身边，就是日本人之间开会，他也

会以记录员的角色出现在中村身边。除了
购买鸦片，照顾铃子之外，中村俨然也把他
当成了自己人，割舍不掉的左膀右臂。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小野五郎视
侯天喜如空气。受到冷落的侯天喜，情绪
就很低落，郁郁寡欢，整日无精打采。

更多的时候，他会在街上闲逛，东瞧
西望，不知何时就走到了马迭尔，虽然没
了娜塔莎，但他就是忍不住走进去，有时
去酒吧，有时去西餐厅。歌厅里换了另一
拨俄罗斯姑娘，唱歌跳舞，陪客人喝酒，
气氛生意一如以前，但没了娜塔莎的歌
厅，对侯天喜来说，有似于无。从一开始，
他就知道娜塔莎是干什么的，他只是没
有说破。从马斯洛夫事件开始，他和娜塔
莎的关系急转直下，娜塔莎不再见他了，
直到铃子事件发生后，娜塔莎干脆消失
了。因为她的身份已经隐藏不下去了。

虽然娜塔莎是苏联克格勃组织里的
人，但和侯天喜交往过程中，让他挣到了
钱，还得到了娜塔莎的爱。那会儿，娜塔
莎的公开身份是他的女朋友。他在马迭
尔包了房间，就是为了和娜塔莎在一起。
想起那段日子，他是幸福的，沦落到现在
没人搭理的样子，他又很心酸。无聊无趣
的生活，他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

这天，他喝得有些多，他喝完酒离开
马迭尔，走在街上，凛冽的风让他打了个
喷嚏。他把大衣抿上，抱着双肩向前走
去。有雪落下，是小雪，零零星星的。

对面走来一个男人，穿着大衣，敞着
怀，走到他对面时，没有躲让，撞了他肩
一下。他趔趄一下，差点摔倒，他回过身
去想和这个人理论。

后面一个人走近，就把一个布套套
在了他的头上，他挣扎一下，两人过来架
住他的手臂，他喊叫着：干什么，知道我
是什么人吗？

一块布塞到他嘴里，他再也无法喊
叫了。

一个人说：你是什么人，我们当然知
道，不知道就不绑你了。

侯天喜意识到自己遭到绑票时，他
的脑子就乱了。

他被两个大汉架着，嘴被布塞着，七
拐八绕地向前走着，走进一个院，进了房
间，房间很温暖，热气扑面而来。

架着他的两个人松开手，又去掉他
的头套，他看见这是一间很宽大的房子，
壁炉里的火熊熊燃烧着。对面一排沙发上，
坐着一个俄罗斯男人，长得有点像马斯洛
夫，两撇小胡子，男人身边背对着他站着一
个女人，看背影似乎有些熟悉。他身旁的两
个人，其中一个把他嘴里的布扯开，另一个
按着他的肩让他坐下，他身后不知何时多
了把椅子。直到这时，那个女人才转过身，
原来就是娜塔莎。娜塔莎早已不是歌女打
扮了，而是穿着一身正装。她走几步，坐在
俄罗斯男人身边，两人用俄语简短说了句
什么。娜塔莎目光才转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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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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鲍青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制片方了解到，由包贝尔执导

并主演，文章领衔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胖子行动
队》，近日发布定档预告和海报，宣布影片正式定
档9月30日国庆档。

电影讲述了两个胖子（包贝尔和文章）阴错阳
差组成特别行动队，介入一起贩毒案件中，由此上
演了一场啼笑皆非的特工之旅。电影中，文章和包
贝尔化身“重磅特工”，成为电影的一大看点和笑
点。

《胖子行动队》国庆档上映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片方获悉，由罗森·马歇尔·瑟

伯执导，道恩·强森、内芙·坎贝尔、黄经汉、罗
兰·默勒、诺亚·泰勒、文峰、巴勃罗·施瑞博尔、
昆凌等共同主演的动作大片《摩天营救》发布定档
物料，将于7月20日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当灾难
降临顶级摩天大楼，巨石强森为救家人挑战极限，
纵身飞跃高空火海的故事。

“巨石”强森在《摩天营救》中饰演的威尔·
索耶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精英，在一次人质救援
任务中失去左腿，也因此结识妻子萨拉，组建了美
满的家庭。现在的他拥有自己的安保公司，带着家
人来到香港应聘“珍珠塔”的安全分析师职位。影
片设定中的“珍珠塔”位于香港，是“世界上最高
的摩天大楼”，共有240层，比现实中“世界最高
建筑”的迪拜塔高近百层，塔内各种现代化设施完
备，还拥有巨大的空中花园，融合了前所未有的技
术与设计理念，宛如一座垂直城市，可以说是未来
人类理想的居住地。

《摩天营救》定档7月20日

据新华社南京6月28日电 虽然28日中国女排
在2018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小组赛第二轮轮空，但
由于同组的巴西队横扫荷兰队，中国女排已经提前
一轮锁定四强。

当日中国队轮空，巴西队和荷兰队展开较量，结
果这场比赛完全一边倒，巴西人以25：16、25：17和25：
23横扫对手，荷兰队在总决赛惨遭两连败，成为第一
支出局的球队，中国队和巴西队实际上已经出线，最
后一轮中国队和巴西队将争夺小组头名。

另外一个小组土耳其队迎战塞尔维亚队，前一
天总比分2:3遭遇大逆转、痛失好局的土耳其队表现
强硬，以总比分3:2力克塞尔维亚队，五局比分为20：
25、25：21、25：18、19：25和16：14。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让土耳其队继续保持出线希望，不过已经结束比赛
的她们还要期望美国队在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击败塞
尔维亚队。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

中国女排锁定四强

□新华社发
6月28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缪仲一(右)向乔良颁发聘书。
当日，中国体操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

布聘请前美国体操队教练乔良为中国体操队女队主
教练。

□ 本报特派记者 王磊

少拿红黄牌也能晋级？这是俄罗斯世界杯
最大的特色，在双方积分、净胜球、进球数、
相互战绩相同的情况下，红黄牌的多少将决定
最终排名。

北京时间6月28日晚，世界杯小组赛H组
最后一轮结束争夺，日本队0：1不敌波兰队，
但因为塞内加尔队同样0：1不敌哥伦比亚队，
日本队与塞内加尔队同积4分，且净胜球、进
球数、相互交锋战绩完全相同，最后通过比较
红黄牌，日本队以少两张优势最终获得小组第
二，成为唯一一支晋级的亚足联球队。

这场比赛之前，日本队的出线形势一片大
好，他们在前两战中战胜了强大的哥伦比亚
队，逼平了塞内加尔队，最后一战面对已经出
局的波兰队，他们只需要一场平局，即可获得
小组出线资格。同组排名第二的塞内加尔队同
样拿到4分，他们需要和拿到3分的哥伦比亚队
进行生死战。

最后一战事关生死，日本队主帅西野朗在
排兵布阵上趋于保守，香川真司、本田圭佑、
乾贵士、长谷部诚等攻击型球员都坐在了替补
席上，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防守队员，仅后防
线，日本队就排出了酒井高德、酒井宏树、吉
田麻也、慎野智章、长友佑都5名后卫。很明
显，日本队的目标就是拿一分。

比赛开始后，莱万多夫斯基领衔的进攻组
不断给日本队后防线施压，并且制造了多次有
威胁的射门，但日本队的防守滴水不漏，让波
兰队的进攻一次次无功而返。上半场，双方互
交白卷。这个成绩，也意味着日本队可以顺利
晋级。

下半场比赛，日本队的如意算盘被打破
了。第59分钟，波兰队前场进攻，库尔扎瓦送
出妙传，贝德纳雷克打破了川岛永嗣把守的大
门，波兰队1：0领先。这样的比分，意味着日
本队很有可能被淘汰出局。这也逼迫日本队必
须大举压上进攻。此时，波兰队的大门又变成
了铜墙铁壁，任凭日本队狂轰滥炸，就是无法
取得进球。

就在人们以为日本队将被淘汰出局的时
候，另外一场比赛传来了喜讯。第74分钟，哥
伦比亚队攻破了塞内加尔队的大门。此时，按
照即时积分榜，哥伦比亚队将积6分获得小组
第一，日本队与塞内加尔队同积4分，而且净
胜球、进球数、相互战绩完全一致，日本队唯
一的优势就是少拿两张黄牌，按照规定，日本
队的公平竞赛积分将占优，也意味着他们可以
拿到小组第二晋级。

日本教练组很快将信息传递给日本队球
员，在比赛的最后10分钟，日本队开始在后场
传倒球，而不是积极进攻，这也遭遇了现场球
迷的嘘声，这也是自丹麦队和法国队的比赛之
后，世界杯再次出现针对消极比赛的嘘声。不
过，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些并不重要。因为他
们最终拿到了晋级名额。

日本队晋级之后，也为后面的英格兰队对
阵比利时队的比赛提供了参考。

（本报加里宁格勒6月28日电）

图片说明：波兰队球员库尔扎瓦(左)与日
本队球员冈崎慎司在比赛中拼抢。

“黄牌优势”助日本队突围
成唯一晋级亚足联球队

□ 本报特派记者 王磊

“谁说中超球员不能左右世界杯？”
北京时间6月28日凌晨，世界杯小组赛继

续进行，凭借前广州恒大外援保利尼奥的进
球，巴西队2：0击败塞尔维亚队，顺利杀入十
六强。而在稍早时候，现广州恒大外援金英权
破门，帮助韩国队2：0击败卫冕冠军德国队。

同一天中，广州恒大的现任和前任外援相
继破门，帮助各自球队拿到三分。对此，有球
迷评论说：“世界杯迎来‘恒大日’！”

之前进行的世界杯比赛中，最耀眼的明星
大多数来自五大联赛的豪门。比如C罗、莫德
里奇、克罗斯效力于皇马，凯恩、埃里克森、
孙兴慜效力于热刺，卢卡库、林加德等人效力
于曼联……与中超相关的球员（包括前任）也
获得了出场机会，但始终走不到最前沿的聚光
灯下。

中超开始成为世界杯关注的焦点，是从媒
体的提问开始的。在巴西队首战之前的发布会
上，一名中国记者试图和保利尼奥套近乎，用
保利尼奥在中超经常说的中文——— “有没有信
心”来提问。保利尼奥并不给面子，他不仅没
有说出有信心，而且还表示离开中国时间久

了，已经忘记中国话了。
中超球员真正在球场上成为关注焦点，是

从比利时队5：2大胜突尼斯队的比赛开始的。
那场比赛中，比利时队主帅马丁内斯派上了两
名中超球员首发，分别是效力于天津权健的维
特塞尔、效力于大连一方的卡拉斯科。两人不
仅同时首发，还同时打满了全场，卡拉斯科甚
至成为边路最活跃的球员。

赛后，来自中国的记者向马丁内斯提问，
如何评价这两名来自中超球员的表现，马丁内
斯说：“我对于两名效力中超的球员一直很有
信心，他们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具备首发的能
力，我不会为效力中超的球员感到担忧。”

随后，C组的生死决战中，阿根廷队2：1
击败尼日利亚队。这场比赛出现了3名中超球
员同时亮相的场面：效力于河北华夏幸福的马
斯切拉诺，出现在阿根廷队的首发中；效力于
天津泰达的米克尔和效力于长春亚泰的伊哈
洛，出现在尼日利亚队首发中。

其中，马斯切拉诺送上了点球“大礼”，
伊哈洛则送上了两次单刀不进。赛后，米克尔
则成为第一个参加发布会的中超球员，他在发
布会上吐槽了当值主裁判的糟糕判罚，尤其是
那个本该属于尼日利亚队的点球。

不过，相比于上述两位中超球员，接下来的
两位才是真正成为世界杯赛场上主角的球员。

韩国队能够2：0击败德国队，效力于广州
恒大的金英权绝对算得上头号功臣，他不仅在
防守端多次献上成功封堵，还在比赛尾声用进
球为韩国队打开了胜利之门。金英权也成为本
届世界杯上第一个进球的中超球员，同时也是
历史上第一位打入世界杯进球的现役中超球
员。此前，只有冈波斯在离开甲A之后，在
2002年世界杯上破门。

在广州恒大现任外援破门后不久，广州恒
大的前任外援也很快破门。巴西队与塞尔维亚
队的比赛中，前广州恒大外援保利尼奥首发出
场。在球队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保利尼
奥的前插挑射破门，帮助“桑巴军团”打开胜
利之门。

赛后，保利尼奥被评选为全场最佳球员，
这也是第一位与中超有过姻缘的全场最佳球
员。谈及在中超的经历，保利尼奥依旧念念不
忘：“我从英超到了中超，这改变了我的生活
和职业生涯。在中超我帮助球队收获胜利，也
帮助自己重新收获信心。因为我努力了，所以
有了收获。这四年我进步了很多，收获了很多
经验。” （本报莫斯科6月28日电）

“中超制造”闪耀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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