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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和张扬齐鲁“书”文化——— 学会用弟弟的眼睛看世界———

奎虚阁
□ 王延辉

追恐龙的男孩
□ （意）贾科莫·马扎里奥 著 何演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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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万尼在各个时期要用
的纸尿裤简直可以盖一座爱
斯基摩人的冰屋了。

乔万尼以他的方式渐渐
长大，虽然是随着他的时间节奏，但总
归是在长大。他学会了很多事情，比如
说抓东西，在某个阶段，某个很长的
阶段，他的世界只有抓和扔，没有别
的。本来他是不会“去”抓东西，就
连抓紧橡皮奶嘴和奶瓶都很困难。可
是他一旦学会如何运用手指，他就开
始用它们去抓东西什么的。那么所有
东西就变成“可抓”的和“可扔”
的，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两种行为是密
不可分的：如果某个东西他可以抓起
来，就可以扔出去。

在可以丢的东西里面，他最喜欢扔
毛绒玩具——— 猎豹也就成了在家里飞翔
的猎豹，这样的玩具大概有十来个，他
捡起一个再扔出去要花多少时间？十秒
钟？十来个毛绒玩具两三分钟就扔光
了。我们也没有别的太多东西可以供他
扔的。

于是有天晚上，当我在用奶酪搅拌
进土豆泥的时候说：“我们需要更多的
毛绒玩具。我算了一下，让他扔半小时
起码要180个。”

乔娅拉说：“要是他生日和圣诞节
的时候，每人给他一个，每年一共10
个。等他十八岁就凑够了。”

爸爸手拿着勺子，正要往嘴里送食
物的时候停下了，说：“这个主意倒不
坏……”

“我们要送他毛绒玩具送到他胡子
都长出来？”

“不是这个，我们想想别的办
法。”

“什么办法？”
“幼儿园啊。我们幼儿园用过的毛

绒玩具，都被装在仓库的袋子里，有一
百多公斤呢。”

我叫着：“太棒了，玩具大会！”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几天后，下了

班的爸爸开了一辆车回来，里面塞满了
用普通黑色垃圾袋包好的东西。他下
车喊我们都出来，打开后备厢，伸开
双臂似乎要迎接我们的掌声和欢呼
声。他指着那堆包裹，好像在等着看
那些玩偶们一个一个地跳出来，乖乖
的沿着房子周围四脚着地排好长队。
我们把他们堆进了酒窖，就放在纸尿
裤们的旁边。这下什么都有了：大
象、兔子、海豚，还有一些不知道是
什么的怪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恐
龙——— 最早出现的恐龙们。然后，其
他东西都不存在了。

对乔万尼来说，不论是海洋深处
还是深邃的外太空中，没有什么比恐
龙更重要的了。但那个时候，确实是
恐龙的第一次现身。也许他对恐龙的

热爱就是从此开始的吧。让我伤心的
是，我的猎豹在一堆动物中不算什么
了。不过我也觉得这是应该的。生活
就是如此。不是所有猎豹都会永垂不
朽。

探索之路继续开启。乔万尼就像
是个百变的糖果盒，不到最后你永远
不知道哪颗糖最甜。

给他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你要是用小勺喂婴儿糊糊给
他吃，他就会给你吐出来。我们不知
道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在喂他之前
会穿上围兜，因为他一吃糊糊就经常
会吐。这不是为了保护衣服，而是关
乎尊严。免得让其他人提醒我们在衣
领或者肩膀上有乔万尼吐的糊糊印。
但是最奇怪的是，每顿饭只有我们当中
的一个人能喂他。一开始我们以为是随
机的，后来发现不是。他只吃那天他指
定的那个人喂的。比如是爸爸的那天，
如果他没有坐在那里，乔万尼就会吐。
如果是乔娅拉的那天，她要是不在，
谁也不能让他吃下去。就这么着，让
我们每个人轮流着来伺候他。

我们还发现要哄他入睡的话，得
把手指给他抓，他会把指甲外面的一
圈皮都抓破了。很疼，真的很疼，不
过如果你不幸摔折了胳膊，那么给他
一个吻，他就消停了。他比其他孩子
学会走路更晚，不过谁在乎呢。

欧阳童最初只是认为小
姑娘任性，就顺着她。后来
渐渐察觉这女孩确实有心
事，就关心起她来，逢她心

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想方设法逗她高
兴。有时候无缘无故云若就会立在窗台
前流泪，欧阳童一旦发现，就会走过
去，悄悄说：“我在哪里哭呀？”逗得
云若破涕为笑。

有天进了书库，云若又站到窗台前
愣神。欧阳童见状，仍旧过去说“我在
哪里哭呀？”不料云若尖叫一声“烦
人”，扭身去了另一个窗台。欧阳童有
些受伤害，又不便与她计较，就抄起拖
把擦地去了。许是心情不好的缘故，右
手虎口扎进一根倒刺，疼得他忍不住叫
出了声。那边云若听见声音，急忙跑过
来，见状，扯住欧阳童的手，快步拉到
窗台跟前，小心地往外捏刺儿。云若手
背白皙，十指修长，指甲红润，在阳光
照射下，闪烁着嫩嫩的光泽。欧阳童顷
刻间屏住了呼吸。

云若很快把刺儿拔了出来，兴奋地
举到欧阳童眼前，嬉皮笑脸地做着鬼
脸。欧阳童微微晕眩，低声说：“谢谢
你！不过……你刚才是怎么了？”

云若把战利品塞到欧阳童手里，娇
嗔地说：“对不起……人家情绪不好
嘛。”

“可你平时并不这样……”

“人家老朋友来了，心里烦嘛。”
欧阳童终于明白了。记得刚到歌舞

团时，经常有女孩子跟老师请假，理由
都是“特殊情况”，有一次靳戈偷懒不
想练功，找到老师请假，也说“特殊情
况”，结果让老师兜屁股一脚，一帮傻
小子从此也知道了啥叫“特殊情况”。
欧阳童一阵脸红心跳，讪讪地去了另一
头擦地。直到干完活儿，一块儿出书
库，两人都尴尴尬尬，没说什么话。

可是下午一上班，云若就把欧阳童
扯到一边，递给他一块很奇怪的胶布，
说是她姑姑从国外带来的，效果特好。
欧阳童第一次用这种洋药，又见云若这
么有心，不免暗暗感激。

这一天之后，欧阳童觉察到自己开
始情不自禁地留意起云若来，云若迟来
一点早走一步或者到别处待一会儿，他
都要有些怅然若失。

有着云书宜这一层，他不敢细想自
己这种变化的本质，他只是想跟云若在
一起多待会儿，也想让她多一点快乐，
这样他也就快乐了。云若倒也仿佛跟他
差不多的心态，即便主任有时让她或欧
阳童单独做什么事，她也总要倚小卖小
硬和欧阳童在一起。主任从来把她当了
家属小孩看待，又乐得她能把活儿干
好，便总依着她。惟有曹自已断不了要
挺阴险地冷笑几声。云若一向不爱搭理
曹自已，见他这样，更加做出亲近欧阳

童的样子，叫欧阳童又高兴又尴尬。
又是一天上午，两人抱了一摞书蹲

在书库里插架。距离太近，一股好闻的
发香不时袭入欧阳童的鼻孔。欧阳童一
边努力回避，一边就觉得浑身发软无法
抵御，终于几近晕厥地附在云若发梢上
吻了一下。

他即刻被自己的举动吓坏了。正不
知如何是好，却见云若一动不动，面颊
绯红，连耳廓也盛满了红晕。就在这
时，传来竭力放轻的脚步声。两人迅速
拉开距离。是曹自已，经过他们跟前只
斜觑了一眼，然后胡乱取出一本书就走
了。接下来，两人便各自机械地插书。
直至离开书库时，欧阳童刚要说句什
么，云若却早一步先跑走了。

上午的新书没插完，云若下午一来
便进了书库。欧阳童未做停顿，也紧跟
进去。云若一双手抄在口袋里，静静地
立在书库深处，等欧阳童刚刚走近，突
然拔出一只手，猛然伸到他面前。欧阳
童从中午一直心怀忐忑，这一举动可把
他吓得不轻。定睛看去，原是一把五颜
六色的糖块儿，这才定住神。“给你
的。”云若嬉着嘴说。“吃吧，不是毒
药。也是我姑姑从国外带来的。”

整整一下午，云若情绪特别好，不
时地哼着歌子，说话的语调甚至有着某
种不成熟的温柔。欧阳童渐渐放松下
来。

□ 本报记者 王 磊

北京时间1月11日21：30，中国男足将迎来
亚洲杯小组赛第二个对手菲律宾队。首战幸运
取得三分的中国队，如果能够击败菲律宾队，
将提前出线进入16强。但菲律宾队首战韩国队
表现出的出色状态，又让中国队非常忌惮。

埃帅坐镇，菲律宾并非“鱼腩”

提及菲律宾队，很多人都会用“鱼腩”二
字来形容。尤其是在中国球迷的记忆中，菲律
宾队简直不堪一击，因为中国队此前6次与之
交手全部取胜，进45球只丢1球。其中，2000年
亚洲杯预选赛，中国队取得8：0大胜，宿茂臻
上演“五子登科”；1996年亚洲杯预选赛，中
国队7：0大胜，郝海东上演“帽子戏法”。

双方最近一次交手发生在2017年6月，中国
队在热身赛中8：1大胜菲律宾队。如今入选亚
洲杯大名单的23人名单中，王大雷、蒿俊闵、
吴曦、于汉超、武磊、肖智、郜林7人出战了
那场比赛。相比之下，菲律宾队的变化要小得
多，包括佐藤大辅、伍德兰德、因格雷索等10
余人出战过两年前与中国队的比赛。

不过，菲律宾队已经今非昔比。虽然他们
的世界排名依旧只有116位，是中国队所在小
组排位最低的，但是他们的战斗力却远高出他
们的排名。早在世预赛40强赛期间，中国队命
悬一线，只有出现奇迹才能晋级12强赛。关键
时刻，正是菲律宾队3：2击败了朝鲜队，才帮
助中国队死里逃生。

拥有21名归化球员的菲律宾队，在亚洲杯
首轮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发挥尤为出色。他
们的防守反击阵型，让韩国队无所适从。曾效
力中超的哈维尔，成为菲律宾队反击的利器。
如果不是黄义助的进球，韩国队很可能被爆冷
逼平。要知道，菲律宾队有如此精彩的表现，
还是在缺少了英超门将埃瑟里奇的情况下。

菲律宾队的主教练是曾经在广州富力、
上海上港执教的瑞典名帅埃里克森，武磊、
颜骏凌都是他昔日的弟子。面对中国队，埃
里克森表示：“中国队是一支很棒的球队，要
想战胜中国队很难，但里皮想要战胜我们也
不容易。”

郑智回归，武磊带伤出战

亚洲杯首轮，里皮麾下的中国队表现并不
好。如果不是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门将表现失
常，中国队很难实现逆转。中国队表现不佳，
很大程度上源于里皮的排兵布阵不适合如今的
中国队。下半场比赛，里皮从三中卫打法换回
中国队熟悉的四后卫阵型，同时派出蒿俊闵加
强中场控制。

对阵菲律宾队，里皮表示：“第一场我们

发挥不好，我更在意第二场球队能否踢得更加
专注，做好自己。菲律宾队是一支欧洲化的球
队，身体素质很棒，球队个人能力出色。这场
比赛不会很容易，会很艰难。我们取胜即可出
线，但他们首场失利，也有足够的动力力拼3
分。”

赛前，里皮携带已经解禁复出的老队长郑
智出席发布会。这一安排，也提前透露了郑智
将进入中国队首发阵容。郑智表示：“如果明
天取胜，就可以提前小组出线，大家了解眼前
的形势，都已经做好比赛的准备。希望明天的
比赛能够尽快进入状态，所有人都要做好思想
上准备，从第一分钟就进入战斗状态，希望比
赛能够顺利进入我们的节奏。”

除了中场将进行调整之外，受伤病困扰的
前锋线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武磊在首场比赛
中肩部韧带拉伤，一度出战成疑。不过，里皮
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我觉得武磊出场没有
问题。”反倒是伤愈归来的肖智和韦世豪，由
于长时间没有参与全队的合练，里皮已经确认
两人不会出战与菲律宾队一战。

虽然伤病不少，但是郑智表示：“不管出
场还是不出场的球员，大家都是团队的一员，
都希望达到亚洲杯的预期。”

国足今晚对阵菲律宾队

今“菲”昔比，切莫轻敌

□ 公兵 张逸飞 周万鹏

每到一年职业足球联赛注册、准入之际，
对于有些球队而言，就如同要过“鬼门关”！

中乙联赛冠军四川安纳普尔那公开向四
川省内外企业或个人发出合作邀约，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增资入股或整体股权转让；深圳
人人不再报名参加2019年中乙联赛、球队解
散；保定市史上第一支职业足球队保定英利
易通俱乐部发布声明，称容大集团已停止对
俱乐部的赞助，不再对俱乐部事宜负责，俱
乐部将寻求赞助商或无偿无条件出让全部股
份。2018年12月传出容大高层欠薪事件，多位

球员在请愿书中表示已遭欠薪一个赛季，无
法保证正常家庭生活；云南丽江飞虎因为
“不可控的困难，使足球俱乐部举步维艰”，
对外寻求合作伙伴，而队员集体讨薪使得球
队更加风雨飘摇……

以上还不是中乙球队的全貌，“寒流”也
波及了中甲球队。近年来一直“钱紧”的延边
富德2019赛季恐同样缺乏资金保障，或将走向
破产。2017赛季末从中超降级的辽足同样生存
在“寒冬”之中——— 欠薪7个月，金额达到8000
万元！辽足俱乐部表示，面对每年过亿元的投
入，他们已经难以为继。而其资金的压力不仅
有自身的原因，还因为沈阳市浑南区政府没有
按照协议完全兑现资金承诺。如果欠薪问题不

能解决，在1月12日中国足协规定的注册“大
限”之前，辽足就无法提供相关财务证明，也
就无法完成注册，有着超过60年历史和“十冠
王”荣耀的辽足就将退出历史舞台。

如同阴阳合同，欠薪也是中国足球的一颗
“毒瘤”，每年的俱乐部注册之时，作为弱势
群体的球员为了继续踢球，委曲求全在工资奖
金确认表上签字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
了联赛的健康稳定发展。也正是因为球员是弱
势群体，因此只有在俱乐部准入上更加严格，
确保俱乐部资金链不出问题，才能最大程度上
减少转让、解散、欠薪等现象的发生。

为了规范职业联赛发展，中国足协在财务
规定和监管上出台了更多细化和严格的措施，

推出了《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
程》，并配套推出2019-2021年职业俱乐部的财
务监管指标，对控制俱乐部总支出、降低俱乐
部对投资人的依赖程度、控制薪酬比例、打击
阴阳合同和偷漏税以及欠薪等方面的监管措
施，形成科学合理、真实可控的财务指标。用
三年的时间，使联赛和俱乐部的投入回归到合
理水平，以规范俱乐部财务行为，全面降低俱
乐部成本，促进俱乐部和职业联赛健康可持续
发展。

大浪淘沙！中国足球的历史车轮滚滚向
前，这是一个立规明矩、激浊扬清的过程，这
同样是一个遵循规律、久久为功的过程。

（据新华社）

转让、解散、欠薪———

“寒流”袭击中国足球

□新华社发
1月10日，中国队球员郑智（左二）与队

友在训练中。

当地时间1月9日，由乔
希·罗克执导的历史传记电影
《玛丽女王》在德国柏林举行
首映式。图为影片主演西尔
莎·罗南亮相首映式红毯。

该片根据约翰·盖伊2004
年创作的人物传记《玛丽·斯
图尔特的真实人生》改编，聚
焦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
“断头艳后”玛丽女王的传奇
人生经历。

□CFP 供图

电影《玛丽女王》
柏林首映

当地时间1月9日，影片《玻璃先生》英国首
映式在伦敦举行。图为影片主演詹姆斯·麦卡沃
伊（左）和塞缪尔·杰克逊出席首映式。

□新华社/路透

影片《玻璃先生》英国首映

据新华社悉尼1月10日电 2019年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对阵签表10日出炉，众多网坛好手将
齐聚墨尔本征战新赛季的第一个大满贯赛事。中
国军团签运一般，李喆、郑赛赛、彭帅、张帅等
选手都将在首轮遭遇强敌。

男单方面，赛会头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一
的焦科维奇位于上半区，他的潜在对手包括刚刚
在布里斯班夺冠的日本名将锦织圭、赛会四号种
子选手兹维列夫、在去年澳网赛场上表现抢眼的
韩国新秀郑泫、澳洲男单“一哥”克耶高斯。下
半区的竞争更为激烈，费德勒、纳达尔、穆雷、
去年澳网男单亚军西里奇都集中在这一半区。

李喆今年在职业生涯中首次进入大满贯男单
正赛。首轮，他将对阵赛会32号种子德国人科赫
尔斯奇雷伯。

女单方面，WTA排名前十的选手都将出
战。赛会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哈勒普首轮
将迎战老对手——— 去年在美网首轮击败过自己的
爱沙尼亚选手卡内皮。同在上半区的大威将在首
轮对阵赛会25号选手布扎内斯库，重返澳网赛场
的小威将迎战德国选手塔特亚娜·玛丽亚。

女单签表的下半区由卫冕冠军沃兹尼亚奇领
衔，澳大利亚本土球员巴蒂、赛会5号种子斯蒂
芬斯、莎拉波娃都将参与这一半区的争夺。

中国金花王蔷以赛会21号种子身份进入女单
正赛，这也是其职业生涯首次作为种子选手参加
大满贯赛事。王蔷的首轮对手是法国人菲奥娜·
费罗。持外卡参赛的彭帅首轮将对阵加拿大选手
布沙尔，并有可能在第二轮与小威碰面。郑赛赛
的首轮对手是赛会18号种子西班牙名将穆古拉
扎。张帅在首轮需要面对斯洛伐克的齐布尔科
娃。现世界排名第64位的王雅繁则将对阵持外卡
参赛的澳大利亚选手佩雷斯。中国台北老将谢淑
薇是赛会28号种子，她将在首轮对阵世界排名第
85位的瑞士选手弗格尔。

2019年澳网签表出炉

中国军团形势不容乐观

据新华社马德里1月9日电 西班牙国王杯
9日进行了四场1/8决赛首回合较量，皇马主场
3：0击败莱加内斯，一只脚已踏进八强。

皇马本轮坐镇伯纳乌迎战莱加内斯，主帅
索拉里轮换多名球员。拉莫斯在上半时罚入点
球，卢卡斯·巴斯克斯和维尼修斯则在下半时
为球队扩大优势。新援迪亚斯在比赛中替补出
场，上演自己在“白衣军团”的处子秀。

第42分钟，奥德里奥佐拉在禁区内被放
倒，裁判判罚点球，拉莫斯主罚命中，打入个
人职业生涯第100球，助球队1:0领先。第68分
钟，本泽马抓住对方后卫的失误，禁区左路抢
断后回传维尼修斯。后者将皮球转移至中路，
无人看守的卢卡斯·巴斯克斯跟上推射破网。
第77分钟，主队再入一球锁定胜局。奥德里奥
佐拉右路挑传，维尼修斯中路凌空将球垫入球
门，比分定格为3:0。1分钟后，刚刚转会至皇
马的迪亚斯替补维尼修斯出场。

国王杯皇马大胜莱加内斯

拉莫斯打入个人生涯百球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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