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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乒乓球运动纪实——— 一个隐秘却真实的存在———

我 要 飞
□ 卢 戎

魔术江湖
□ 唐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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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四两又是一愣：老渣
又是什么？

卢光耀神色凝重，微微
颔首，他也听说这事儿了。

“不说这个了。”方铁口夹了一块肉，
问道，“你那边怎么回事，怎么弄得点儿
都要醒攒儿了？”

卢光耀一挥手：“别提了！我今天早
上被点儿堵在店里，都差点出不来了，费
了半天劲才平了点儿。”

方铁口笑了，惊讶道：“嚯，可难得见
到你这么倒霉啊。”

卢光耀没好气地指着罗四两说道：
“还不都是这臭小子坏事啊。”

罗四两蒙了：关我什么事？
卢光耀又摇摇头：“算了算了，不提

了。”
罗四两反倒纳闷了：“你们刚刚说的

老柴、老渣都是什么意思？”
这话一出，俩人都有些诧异。卢光耀

看着罗四两问道：“你爷爷没跟你说过这
些？”

罗四两反问道：“你知道我爷爷是
谁？”

卢光耀道：“你姓罗，住在江县，又懂
戏法，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你爷爷是谁。”

罗四两点了点头，他们家族在戏法
界的名头可不是盖的，别人知道也很正
常。

卢光耀稍一思索，对罗四两道：“你

们罗家曾经也是跑江湖的，没想到你们
家那个一根筋的老顽固居然连这事儿都
不跟你说了？”

一根筋？老顽固？罗四两苦笑一声，
又问道：“什么江湖？武侠小说里的那个
吗？”

卢光耀摇头：“那是假的，是小说家
写的，咱们这个是真的。”

罗四两又问：“那什么是真的江湖？”
卢光耀给他解释：“江湖有五花也有

八门。所谓五花，偷东西的小绺叫老荣；
人贩子叫老渣；警察叫老柴；设赌局骗钱
的叫老月，你昨日在城南遇到的刀疤那
伙人就是老月，只是他们不懂江湖事，也
没有江湖人带他们，所以耍的都是低等
手段。五花中最后一个就是跑江湖做生
意之人，称为老合，我们都是老合。此五
老谓之五花。

“八门指的是江湖八个行当，金皮彩
挂评团调柳。金，金点行，就是看相算命，
也就是方老骗子这一行。他们全是一群
江湖骗子，使的也多是腥活儿……”

罗四两一脸惊愕：骗子？不可能吧？
卢光耀随即一笑，也不甚在意，继续

说：“皮，皮点行，就是跑江湖卖药的。城
西的摊子就有不少卖药卖偏方的，虎骨
酒、狗皮膏药都有，这行也是腥多尖少。”

罗四两问道：“什么是腥，什么是
尖？”

卢光耀道：“腥就是假，尖则是真，这

是春点里面的话。至于什么是春点，稍后
跟你说。”

罗四两点头。卢光耀接着道：“彩，彩
门，你我都是彩门。彩门就是戏法一门，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杂技一门。彩门中变
戏法的称为彩立子，也称立子行，你们罗
家就是立子行中人。卖戏法的称为挑厨
拱，我就是厨拱行的。还有变戏法带赞武
功的，是签子行，也就是现在的杂技演
员。”

罗四两道：“这个我知道，我爷爷说
卖戏法的都是骗子。”

卢光耀脸一黑，一旁的方铁口差点
没笑出声。卢光耀怒道：“少听那些有的
没的！你以为你们立子行都是好人啊？”

方铁口瞧了瞧他，没说什么，罗四两
则是一怔。

卢光耀顿了顿，又喝了口酒，才继续
说：“彩门之后是挂子行，挂子行就是江
湖上打把式卖艺的，也有给人看家护院
的。评，就是说评书的。团，团春，相声门，
说相声的。调，这一行全是卖假货坑人
的。柳，唱大鼓的。

“江湖八门中的彩、评、团、柳都基本
归了国家了，他们都成人民艺术家了，
包括你爷爷。除了这八门之外，还有穷
家门和骗家门。现在的江湖行当也都十
不存一了，所谓江湖，早已残缺不全
了。便是外面那些摆摊撂地的，也没有
几个人懂生意口，会说春点话了。”

废墟中站起来的“川妹
子”

2014年仁川残疾人亚洲
运动会乒乓球项目颁奖现

场，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小姑娘叫王
睿。当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之时，
她胸前的金牌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她拼
命挥舞着手里的花束，她的心在狂跳着，
她笑得那么好看，一直笑到两颊绯红，泪
水盈满了眼眶。

我庆幸自己能够活着，虽然失去了
一条腿，但我能够打乒乓球，能够站上世
界最高领奖台，能让国歌因我而奏响，我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王睿强大得超乎想象，面对苦难，她
总是用自嘲和调侃来对抗。对于最近的一
次手术，她是这样笑着描述的：我的残肢
皮没长好，切掉一些，再重新缝上就好了。

天哪！把皮剪开，切掉再缝合，有那
么容易吗？像衣服开了线，重新缝上那样
吗？她说得轻描淡写，似乎没有疼痛，也
没有伤疤，像在说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
太令人吃惊了！

王睿的笑容总是那么直接，笑声总
是那么清脆，如果不是左腿上那刺眼的
伤疤和高位截肢的右腿，你根本不能相
信她曾经遭遇过怎样的劫难———

2008年5月12日14：28，四川省德阳市
什邡湔氐中学。

“窗户倒了！快跑啊！”随着哗啦啦玻

璃破碎的声音，同学们一边哭喊着一边
拼命往外跑。

靠窗的同学最早发现窗户倒下来
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出于本能
逃离危险，他们尖叫着往外跑，随后整面
墙倾斜着排山倒海般轰隆隆倒过来。

“同学们，地震了，快躲到桌子底
下！”随着一个男生的大喊，没来得及跑
出去的同学们迅速扑向课桌下。

就在一瞬间，整座楼剧烈晃动，墙体
倾斜，一声巨响，房顶从高空坠落，一座
三层的教学楼顷刻间坍塌，扬起的巨大
的尘土使四周变得漆黑一片。

几分钟后，一些女生因为恐惧开始
大声哭喊———

“楼怎么塌了，我害怕！”
“我动不了了，可能腿断了！”
“我的胳膊在流血！”
“我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办啊！”
“我喘不动气，是不是要死了！”
……
随后哭喊声越来越大，连成了一片。
“同学们，别哭了，我们要保留空气，

少说话，保存体力，等待外面的人来救我
们。”一个男生的话音刚落，同学们立刻
安静下来。

一楼的同学都跑出去了，二楼是个
微机室，当时没有微机课，这次地震遇难
的同学都集中在三楼。

三楼有三间教室，初三的三个班在

上课，王睿的教室是最里面的那间，教室
倒塌时她虽然比较幸运地钻进了桌子底
下，但顶层的楼板死死地压在她的双腿
上，使她一动都不能动。她感觉双腿发
麻，失去了知觉。不知什么时候她眼前发
黑，晕过去了。

发生地震后，爸爸王永东跑向弟弟
的小学，确认没事后，又直奔湔氐中学找
王睿。

远远地他看见整座教学楼成了一片
废墟，就开始哭着大喊。

“王睿！王睿！王睿——— ”爸爸不停地
叫着，带着哭腔。听不到回应，他便号啕
大哭起来。

外面传来好多呼喊，王睿迷迷糊糊
地从嘈杂的人群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王睿！王睿！王睿！”是爸爸！王睿听到亲
人的呼唤，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好像在
做梦。

“王睿！别睡觉啊，要坚持住，解放军
来救援了！”王睿迷迷糊糊地听到了舅
舅、姑姑、姑父、干爹的声音。他们在轮流
大声呼喊着。

“王睿！如果你还醒着就应一声吧！
爸爸要急死了！王睿——— ”爸爸的声音因
为撕心裂肺地大喊，很快变得颤抖而沙
哑了。

听到爸爸的呼唤，王睿流下了眼泪，
此时她虚弱无力，似乎答应一声都会使
她再次晕厥。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7月4日，山东省图书馆“文创空间”正式
对读者开放。

漫步文创空间，浏览一件件慧心构思设计
的文创产品，更像是在欣赏一件件别有韵致的
艺术佳作。这些文创产品，精心选择省图书馆
馆藏资源的文化元素，并巧妙融入设计制作过
程之中，让沉淀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让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化符号“跳跃”起来。

灵巧构思令人眼前一亮

文创空间位于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按照功
能定位划分为创意研发、产品展示、文创体验
三个区域，致力于打造馆藏资源“活化”平
台、文创产品展示平台、读者创意体验平台。

根据省图馆藏珍贵画作《木兰秋狝图》设
计制作的书灯(上图)、书立，总是能吸引大家
的目光。此画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是省图书
馆的重要藏品之一。该画卷幅较大，长2 . 44
米，宽1 . 41米，工笔绘就八旗护军的列阵之下
皇家围猎的场景，场面恢弘。“木兰”，本系
满语，汉语之意为“哨鹿”，亦即捕鹿。“秋
狝”意为秋天打猎。清代康熙皇帝为锻炼军
队，巩固满蒙关系，在河北省东北部开辟了一
万多平方公里的皇家狩猎场，名为木兰围场，
每年七八月间，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来此射
猎，史称“木兰秋狝”。

选择《木兰秋狝图》中的绘画元素设计制
作的书灯——— 一款可以用来照明的台灯，造型
借鉴折扇，精美外观“打开是创意，合上是文
艺”，既可照明使用，摆放起来也可以当作一
件漂亮的装饰品。另提取图中人物纵马骑射场
景设计制作的一款瓷杯，透出浓浓的书卷气，
泡上一杯清茶，品茶之余，还能涵咏一段历史
文化情节，何等赏心悦目。

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刘显世介绍，“站在新
的时代节点，图书馆文创工作要围绕体现图书
馆的文化承载，并抓住发光点，让古籍里的文
字真正‘活’起来，让深厚的齐鲁文化符号
‘跳跃’起来，鲜活地向社会呈现，创新和激
活我们的文化积淀，促进文明薪火相传。”

文创产品灵魂是创意

自2018年4月起，山东省图书馆全面启动
文创开发工作。

据介绍，省图积极探索符合图书馆自身特
点的文创开发模式，克服人才短缺、资金不足
等困难，通过引入社会力量，成功开发了“木
兰秋狝”“十美图”等系列文创产品，涉及书
画、剪纸、雕刻、文具、生活用品等十余个门
类，“极富创意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且具有
鲜明的山东省图书馆色彩。”

开发文创产品，灵魂是创意。优秀的创
意，是找到有内涵的文化元素，并找到这些文
化元素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其中的连接
过渡能够既让人耳目一新，又自然而然，不刻
意不矫情。

围绕一个印章的创意，可作生动例证。山
东省图书馆藏有一方印章，清代山东著名藏书
家、金石学家李文藻治印，印文“与朋友
共”。印文内容出自《论语·公冶长》。篇中
记载，孔子与侍立在侧的弟子颜渊、子路有一
段对话，让两位弟子“各言其志”，子路回答
“原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
憾”。李文藻循其意，取其词，刻成印章，别
有深意。史料记载，李文藻藏书数万，可“任
人借观，不自韬秘”，与那些只肯将藏书传之
子孙、平日秘不示人的藏书家相比，境界不可
同日而语。因此，“与朋友共”这方印章，不仅
仅刻制艺术水准高，文化内涵也极其丰富。

细琢磨这方印章，“与朋友共”不正是山
东人的大方豪爽性情、中华民族“美美与共”
价值追求最生动最朴实的表达吗？经过多方探
讨，工作人员决定吸收融合这一元素，设计制
作文创产品。如今，已经率先设计生产出一款
T恤，白色面料，右胸位置“印”上一枚红印
章，醒目、时尚，又很文雅。

省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像“印章”
T恤这样的文创产品，“好看，有趣，有内
涵，实用之余，还能受到文化熏陶，这才是优
秀的文创产品。”

文创开发尚需更多助力

对于山东省图书馆这样的公益事业单位来
说，文创产品开发毕竟还属于“新生业务”，
面对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尚待在发展中寻找解决办法。

从机遇角度来看，“利好”政策措施不断
出台。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
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若干意见，要求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按照通知要求，结合我省实际，2018年5
月，省文化厅等七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动文化
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实施意见，鼓励
具备条件的文化文物单位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在保障措施方面，则明确提出，先开展试
点工作，“允许试点单位与社会力量深度合
作，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通过知识产权作
价入股等方式投资设立企业或与社会优秀创意
设计团队、企业合作，进行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推广和销售，利润分成”，“试点单位可
根据创新工作需要设置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岗
位”。

业内人士分析，这些政策措施为图书馆这
类公益事业单位开展文创产品开发明确了发展
方向和目标，具体支持保障措施也非常扎实，
但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缝隙”需要
弥补和连接。比如，符合事业单位改革的政策
规定前提下，与社会力量合作过程中，双方
“角色”如何恰如其分的定位？文创产品开发
岗位怎样设立和管理？文创产品开发、推广、
销售过程中，合作双方边界怎么厘清？相关资
金包括经营销售收入，如何运行和管理？这些
方面如果相关配套措施不足，存在空当，或者
衔接不流畅，都会影响到文创产品开发工作的
实际推进。

省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依
托馆藏特色资源和文化要素，通过搭建创新平
台，深化社会共建，鼓励和吸引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图书馆文创产品研发，逐步形成特色鲜
明、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文化创意产品体
系，打造拿得出、叫得响的图书馆文创品牌，
为公众提供文意盎然、多姿多彩的文创产品。

文创开发：让沉淀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新华社发
7月11日，湖北队选手吕会会在颁奖仪式上。
当日，在辽宁沈阳举行的2019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标枪决赛中，湖北队选手吕会会以67

米83的成绩夺冠，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 本报记者 王建

7月12日晚，泰山队客场挑战河南建业。
泰山队取得两连胜，排名积分榜第4位；河南
建业遭遇两连败，位居积分榜第11位。从双方
的成绩和状态来看，这应是场强弱悬殊的较
量，但河南建业的主场号称“魔鬼主场”，向
来难打。两队的首回合较量，裁判判罚产生严
重争议，引发轩然大波，让这场比赛更受关
注。吉尔离队，戴琳停赛，泰山队遭遇中卫危
机，客场拿下比赛难度变大。

和打北京人和时一样，泰山队这场比赛仍
然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首先是外援人数吃
亏。吉尔离开后，新外援人选还没有动静，费
莱尼又因为肘击被停赛三场，泰山队目前只有
佩莱和格德斯两名外援可用。

在外援方面，对手河南建业一度更惨。巴
索戈参加非洲杯，奥汗德扎被停赛，卡兰加因
伤缺阵，河南建业在客战广州富力队的比赛阵
容中只有伊沃一名外援。不过，河南建业现在
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奥汗德扎解禁，卡
兰加伤愈，结束非洲杯征程的巴索戈归队，他
们用足三个外援名额不成问题。

双外援对对手的三外援，考虑到外援在中
超的巨大作用，泰山队是非常吃亏的。幸运的是
泰山队的两名外援状态不错，格德斯两场比赛
打入3球，状态火爆，并且他和佩莱非常来电，上
一轮助攻佩莱打入1球。而泰山队要想抵消对手
的三外援优势，归化球员德尔加多是关键。德尔
加多已经出场两次，个人状态以及和球队的默
契程度都在提升。在鲁能俱乐部发布的“戟穿中
原”的海报中，德尔加多和佩莱、格德斯一起出
现在一柄三叉戟上。很明显，泰山队是希望德尔
加多与两名外援形成进攻三叉戟的组合。

泰山队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中卫危机。吉
尔提前返回巴西，泰山队痛失后防定海神针。雪
上加霜的是，吉尔离开后的首场比赛，他的搭档
戴琳就累积两张黄牌被罚出场，无缘与河南建
业队的比赛。在队内找一个吉尔的替身已经足
够令人头疼，现在问题进一步升级，泰山队要拿
出一对全新的中卫搭档，难度可想而知。

“这一周我们重点安排了全新的防线，从
训练中看，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训练和比赛
是有区别的，还是得通过比赛来检验。”泰山
队主教练李霄鹏在赛前表示。

泰山队希望刘军帅能填补吉尔留下的空
缺，不出意外，他本场比赛仍将占据一个首发
中卫的位置，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为刘军帅找一
个搭档。上一场比赛戴琳被罚出场后，刘洋和
刘军帅搭档，表现还算可以，泰山队有可能会
沿用这样的中卫组合。当然，泰山队还有不少
球员能胜任中卫，使用其他的组合的可能性也
不小，关键是能顶住对手的进攻。

今晚客战河南建业

泰山队亮出
“进攻三叉戟”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7月10日，西班牙选手纳达尔庆祝胜

利。
当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19温布尔登网球公

开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选手纳达尔以3
比0战胜美国选手奎里，晋级四强。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济南7月11日讯 今天上午，第一届“体

彩杯”全国体育科技创新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山东体
育学院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全国体育科技
创新大赛将永久落户山东体院，首届比赛将从今年
7月持续到10月。

全国体育科技创新大赛是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主办的中国体育科技创新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
的全国性赛事，每两年举办一次。大赛旨在集聚和
整合各种体育科技创新资源，挖掘和培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体育科技创新项目，立足“产学研政”
融合，实行“院校、学会联手”，致力于“以会搭
台、用赛引领”，为体育科技成果交流、展示、交
易、转化提供新模式、新机制，助力实现体育强国
梦。首届比赛的主题是“科技创新助力体育强国建
设”，包括“体育用品创意设计比赛”“体育用品
创新展示比赛”两个部分，分初赛、决赛两个阶
段。大赛期间还将举办体育科技创新高峰论坛。

全国体育科技创新大赛

永久落户山东体院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济南7月11日讯 由山东西王篮球俱乐部

和助攻体育联袂打造的首期山东王者青少年篮球训
练营今天上午在玉泉森信篮球馆正式开营。

山东王者青少年篮球训练营秉承“享受快乐篮
球、培养王者风范”的教学理念，主要为7至18岁
喜欢篮球的青少年提供学习篮球的平台。首期训练
营从7月10日到7月19日，总教练为山东西王男篮主
教练巩晓彬，西王男篮教练员莱登以及杨文海、侯
冰、周鹏等都将轮流到训练营执教。在训练营中表
现优秀的学员，将获得赴日本参加篮球友谊赛的机
会，并且有望进入山东西王男篮后备人才选秀营。

山东王者青少年篮球训练营

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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