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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大熔炉里成长与蜕变——— 兼具硬派知识与趣味故事———

小兵雄赳赳
□ 刘海栖

知 宋
□ 吴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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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班长大喊一声：“陈连
长来啦！”

彭民贵刺溜刺溜下来
了。

我们一看，哪有什么陈连长啊！
晚点名的时候，彭民贵挨了陈连长

的批评，说他老百姓习气顽固得很，根本
没打掉，以为打掉了，其实没有！老以为
还是在家当农民，想掏鸟蛋！

电话连的贺连长找陈连长说：“这个
兵我要了！”

陈连长听了，不认识贺连长似的，白
了他一眼，说，你要了？你要什么要！你以
为是买菜啊！凭什么你要了？你以为你是
谁！有本事自己找去！

呛得贺连长直翻白眼，说这家伙吃
枪药了。

……
我们不停地跺脚搓耳朵，抵御刺骨

的寒冷。
何晓凯又给我说，其实他并不想在

警卫连待着。我说警卫连也不错啊，跟着
首长，挎着手枪，还能坐坐吉普车，多威
风！我说何晓凯你浓眉大眼的，脑瓜机
灵，首长保证喜欢，要想当警卫员肯定能
当上。何晓凯说他才不想当警卫员呢，打
起仗来上不去！说警卫连老是跟着机关
跑，没劲！他真正想去的是侦察连，侦察
连那打起仗来才是真格的，渗透破袭，炸
桥摸哨，最好进尖刀班，深入敌后打穿

插，端白虎团团部。“你知道吗？”“什么？”
“只要缴获了敌人的军旗，那支部队的建
制就取消了，光有番号没有人，全世界都
这样！”他说到了侦察连还能练擒拿格
斗，警卫连练的捕俘拳那都是花架子，实
战不顶用。说咱们侦察连的吕连长也是大
比武出来的，扒着屋角徒手能上五层楼。
汽车摩托车都能开。军事五项军区第一！
何晓凯的眼睛似乎都放出光来了。何晓凯
还说他爸最早就当过侦察连长，老去敌人
那边抓舌头，有次抓了个情报处长，首长
把那家伙的撸子枪奖给他了。怪不得！

我说陈连长不会放吧。我想起那次
电话连连长问陈连长要彭民贵的事情。

何晓凯说，是啊，陈连长肯定不会放！
我说那怎么办？要不找你爸给师里

的首长说一下。何晓凯他爸是老首长，他
说话准保管用。

何晓凯摇摇头说：“不，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解决！”

何晓凯很犟。我想，这种事情他自己
能解决？

我和何晓凯正说话，忽然那边钻出
一个黑影。

黑影摇摇摆摆地朝这边走过来。
“口令！”何晓凯大吼一声。
那个黑影继续往这边走，也不回答。

“口令！”我也大吼一声。
那边嘿嘿嘿笑起来。
何晓凯把枪摘下来，哗啦一拉枪栓。

我知道没用，里面没子弹。
“别！别别！是我……”
我们一听就笑起来，是马贵的声音！
那个黑影走到跟前，果然是马贵。
马贵提了个桶，他是来喂猪的。
我们跟着马贵到了猪圈那里。
猪听到有人过来，都吱吱地叫唤。
马贵说：“喂，其他的猪听着，没你们

什么事，都回去熄灯睡觉！咱是来喂咱的
猪的，剃刀出列！”

果然马贵这么一嗓子，其他猪就不
吱呀怪叫了，只有一头猪哼哼哼哼地扒
着猪圈墙头朝外看，急得什么似的。马贵
打开手电筒一照，正是剃刀。

马贵把桶里的饲料倒进猪食槽。
剃刀呱唧呱唧地吃起来。
何晓凯叫马贵剩下点剩下点！
马贵问干吗？
何晓凯把马贵的桶拿过来，走到侦

察连的猪圈旁。
侦察连的猪大概以为没什么希望

了，都睡着了，发现有人来给它们加伙
食，又哼哼着爬起来，过来抢食吃。

马贵把空桶拿过去，不解地问何晓
凯：“你喂侦察连的猪干吗？”

我跟何晓凯互相看看，都笑起来。
马贵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摇摇头，提

着空桶回炊事班了。
马贵每晚都要给猪喂一次食，他才

不管什么口令不口令呢！

《知宋》中，作者选取
了25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典
故，温情讲述了宋朝的种种
政治制度，包括仁祖之法、虚

君共治、台谏系统、文官制、公议、科举
制、封驳制、回避制、独立审判等，完整地
呈现了大宋的政治文明成就。

吴钩，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
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作品。

宋辽的领土争端
宋与辽之间存在着领土纠纷，这领

土纠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原来，五代
后唐清泰三年(936)，军阀石敬瑭叛变，并
向契丹国借兵，消灭了后唐，建立后晋政
权，作为回报，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
予契丹。到后周时，周世宗柴荣率兵收复
了燕云十六州的瀛州、莫州、宁州三州和
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三关，即所谓的

“关南之地”，这一领土遗产为赵宋所继
承。

对新生的宋王朝来说，收复后晋时
被割让出去的燕云故土，是太祖、太宗的
夙愿。宋太祖尝设封桩库，储备战略物
资，密谓近臣：“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
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
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
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
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

勇士，俾图攻取耳。”宋太宗也计划“异时
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
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太
宗还两度亲率大师北伐，攻取幽蓟之地，
却大败而回。

那边厢，辽国也一直以取回关南之
地为理由，频频发兵南侵，比如“宋太平
兴国五年(980)，冬十一月，帝(辽景宗)发
兵万余众进攻关南，宋河阳节度使崔彦
进将兵御之，辽师失利”。

就这样，宋朝要北伐，辽国要南征，
双方一直互有征战。大体来说，宋朝的北
伐固然都无功而返，辽国的南侵也基本
上都遭受挫折。从战场的胜负来看，宋王
朝与辽帝国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
当的，谁都有机会小胜对方，但谁也无法
一举吞掉对手。宋方想收复燕云故土，基
本无望；辽方要夺回关南之地，也近乎不
切实际。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初八，
辽国又一次大举南下，来势特别凶猛。辽
主萧太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率兵号称
二十万之众，以辽国大将萧挞览为先锋，
连破宋境数城，扑向瀛州(今河北河间)、
祁州(今河北保定)，并欲乘虚直下贝州
(今河北邢台)、冀州(今河北衡水)、天雄
军(今河北邯郸)。

军情自边关急递至京师汴梁，宋王
朝“中外震骇”。其时宋真宗赵恒继承大
统不过几年，作为一名从未像他的伯父

(太祖)、父亲(太宗)那样在沙场厮杀过的
文弱君主，面对来势汹汹的契丹军团，真
宗该如何对付这一场迫在眉睫的危
机？——— 这不但是国家的危机，也是真宗
个人的荣誉危机。在宰相寇准的鼓动下，
真宗决定御驾亲征。

这个时候，前线辽军咄咄逼人的攻
势也受到遏制。九月下旬，辽人以数万骑
进攻山西草城川，宋军将领高继勋率兵
来援，登高望草城川，说：“敌众而阵不
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
设伏山下，战合，必南去，尔起乘之，当大
溃。”遂与辽兵激战于寒光岭，“敌兵果
败，自相蹂躏者万余人，获马牛橐驼甚
众”。十月份，边关保州、莫州、威虏军、北
平寨均汇报“击败契丹，群臣称贺”。

萧太后其实也想过单凭武力未必能
够拿下关南失地，因此在举兵南下的同
时，又通过私人渠道给宋方传递信息，要
求进行领土谈判。看得出来，萧太后的如
意算盘是：以举国之力南下，如果能一举
夺回关南之地，固然是最好不过；即便一
时无法得逞，也可以凭恃战场上的威力，
胁逼宋朝坐下来谈判，交还关南故地。

于是，宋辽双方一面在战场上调兵
遣将，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一面也通过
私人渠道，进行彬彬有礼的沟通。以前
我们看到的历史叙述，往往只关注战场
上的刀光剑影，没怎么留意到私下沟通
的风云暗动。

□ 本报记者 王建

8月15日晚，泰山队客场挑战武汉卓尔。
为了保住第四名的位置，泰山队还要继续努
力。另外，这场比赛是足协杯半决赛前的最后
一场比赛，泰山队需要通过比赛调整状态，做
好挑战上海上港的准备。因此，一场胜利将起
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武汉卓尔目前积28分排名第九，这个成绩
保级无忧，想更进一步希望还很大。近期，武
汉卓尔的状态不好，取得4平1负，已经五轮比

赛未尝胜绩。雪上加霜的是，主教练李铁因为
在客战上海申花的比赛中对裁判判罚表示不
满，被中国足协认为干扰比赛正常进行，致使
比赛中断，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他被处以禁
止进入替补席2场罚款2万元的处罚。

这场比赛，李铁仍然处于禁赛期，他无法
在替补席指挥对武汉卓尔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上一轮，武汉卓尔就在没有李铁在场边指挥的
情况下客场1：2失利，遭遇近六轮联赛的首场
失利。在与天津泰达的比赛中，武汉卓尔主力
中后卫刘毅领到黄牌，因为已经累积4张黄
牌，他将无缘本场比赛，这对泰山队也是个好
消息。

3：0击败河北华夏幸福后，泰山队结束两
连败，现在的状态不错。客战武汉卓尔，泰山
队面临的一大困难是要为8月20日的足协杯半
决赛分心。足协杯冠军是泰山队唯一可以争夺
的锦标，并且足协杯冠军还能直接晋级下赛季

亚冠小组赛，主教练李霄鹏在亚冠出局后把足
协杯夺冠定为首要目标。在这种形势下，与武
汉卓尔一役，泰山队阵容肯定会调整，但考虑
到这场比赛距离足协杯还有5天，时间相对比
较充裕，调整的幅度应该不会太大。

泰山队擅长高空作战，同时传控打法也初
露锋芒，这场比赛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是一大
看点。观察泰山队的打法，佩莱是关键。如果
佩莱首发，那么泰山队采取的就是以佩莱为支
点展开进攻的战术；如果佩莱继续轮休，那么
泰山队就是打传控。在首回合交锋中，泰山队
主场3：0大胜，佩莱上演帽子戏法，这说明佩
莱在面对武汉卓尔时状态不错，不让他出场的
话有点可惜。泰山队的传控足球目前只成功了
一场，需要继续在实战中提高，如果这场比赛
不打传控，球员们的状态就可能中断。佩莱还
是传控，摆在李霄鹏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

如果泰山队要继续打传控，蒿俊闵的状况

很关键。蒿俊闵上一场比赛刚刚伤愈复出，但
在比赛中又因受伤被替换下场。蒿俊闵的伤势
情况并不明朗，考虑到接下来还有关键的足协
杯半决赛，泰山队或许不会冒险让他出战这场
比赛。蒿俊闵不在的话，莫伊塞斯单核驱动，
泰山队还能否打出漂亮的传控足球，这需要打
上一个问号？另外，对于蒿俊闵而言，这场比
赛除了竞技层面的意义，还有强烈的情感因
素。蒿俊闵是武汉人，多年来一直在外踢球，
这次回到家乡，如果不能出场，比赛将失去一
个看点。

泰山队的后防线同样需要关注，主力中后
卫戴琳已经因伤缺阵两场比赛，从备战足协杯
半决赛的角度，他最好能在这场比赛中复出，
这样就可以通过比赛恢复一下状态。如果戴琳
一直等到足协杯半决赛才能复出，那么他将在
久疏战阵后马上面临高强度的比赛，未必是好
事。

泰山队明晚客场挑战武汉卓尔

取胜可一箭双雕

□记者 卢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13日，山东省第四届泰

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颁奖大会暨“文学精品
打造工程”入选项目签约仪式在济南举行。

第四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共评出41
部获奖作品。其中，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5
篇、短篇小说5篇、诗歌5部、散文5部、报告
文学5部（篇)、儿童文学5部、文学评论(理论)
7部。

省作协负责人介绍了第四届泰山文艺奖
（文学创作奖）评奖情况以及省作协首批“文
学精品打造工程”扶持项目评选情况。与会领
导向第四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获奖作
家颁发荣誉证书，与“文学精品打造工程”扶

持项目入选作家签订了协议书。
会议向全省作家提出了殷切希望和要求，

广大作家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肩负起培根铸
魂的使命任务，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浓墨重彩书
写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好承担起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以文培元的重要职责。要树牢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求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自
觉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推出一批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现实主
义题材优秀作品，用文学的形式讲好新时代中
国故事、山东故事。要树立质量标准，增强精

品意识，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立身之本，把提
高质量作为文学创作的生命线，耐住寂寞、增
强定力、保持静气，沉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
作。

随后，第四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获
奖作家代表赵德发和“文学精品打造工程”扶
持项目入选作家代表许晨分别作了发言。

赵德发说：“一代一代山东作家，在齐鲁
大地上奉献佳作，成就了文学泰山这座巍巍高
山。泰山要的不只是‘土壤’，还要有植被，
要有美丽的树木花草。我们要注重作品的成
色，讲究质地，追求文采，努力创新，让‘文
学泰山’郁郁葱葱，繁花似锦。我们堆积‘文
学泰山’，虽然只是尽一点绵薄之力，但也要

让作品有较多文化含量。我们要勤奋创作，多
出作品，以增加‘文学泰山’的体量。”

许晨说，我们一定会以这次签约会为新的
起点，用精心、选精华、写精品，创作出更多
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无愧于这个伟大时
代的精品佳作。

据悉，泰山文艺
奖 (文学创作奖 )每三
年 一届，是山 东省
委、省政府设立的山
东省文 学界最 高奖
项。（获奖名单详见
新锐大众客户端，可
扫二维码观看。)

第四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颁奖

41部作品获奖

□记者 张忠德 通讯员 张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12日晚，CMEL中日韩邀请

赛决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举行，中、
日、韩三国五支战队在《英雄联盟》《CS:GO》两
个主流项目中展开巅峰对决。

最终，2019CMEL中日韩邀请赛《英雄联盟》
项目冠军由中国本土战队JDM斩获。

CMEL中日韩邀请赛决赛

举行

据新华社南昌8月13日电 2019红谷滩杯“一
带一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13日在南昌红谷滩
新区落幕，山东鲁能U12梯队在决赛中凭借点球4:3
战胜法国里昂U12梯队夺得冠军。斯洛文尼亚伊利
里亚俱乐部U12梯队在三四名决赛中4:2战胜比利时
安特卫普俱乐部U12梯队获得季军。

本次赛事共邀请了包括法国里昂、比利时安特
卫普在内的4支欧洲职业俱乐部U12梯队以及山东
鲁能、河北华夏幸福等8支国内俱乐部、足球学校
U12梯队，比赛赛制为8人制。

“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山东鲁能U12梯队夺冠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3日电 整个夏天，
“大魔王”周琦（上图）的去向都牵动着多支CBA
劲旅和众多球迷的心。作为周琦征战CBA的老
东家，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13日发布消息称，周
琦已与新疆男篮完成新合同签约，只待向CBA
联赛正式报送注册材料，经审核、公示后，周琦
便可身披新疆队战袍重返CBA赛场。

在这条题为“周琦回来了”的官宣消息
中，新疆男篮对周琦在2016-2017赛季总决赛
上带伤出战表示称赞，该赛季周琦帮助新疆男
篮夺得了球队历史首座CBA总冠军奖杯。夺冠
后，周琦赴美加盟NBA休斯敦火箭队。在2017
-2018赛季期间，周琦共为火箭队出战19场，

场均上场6 . 5分钟，贡献1 . 3分1 . 2个篮板和0 . 1
次助攻，其余时间则在为NBA发展联盟的毒
蛇队效力。

自周琦决定重返国内篮坛以来，关于他的
转会传闻就未曾间断，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今年
4月，CBA公司作出裁决表示，周琦如果在下赛
季回到CBA赛场，那么新疆男篮享有对周琦为
期两年的优先注册权或独家签约权。新疆男篮
在本次官宣中表示，俱乐部与周琦就签署合同
细节进行了多次沟通和交流，并在遵守CBA相
关合同制度要求的前提下表达出高度诚意。而
周琦出于对个人职业规划的严谨、认真的诉求
和对母队的浓厚感情，最终双方完成签约。

身材高大、移动敏捷、技术细腻，周琦的
回归将使新疆男篮内线攻防两端的战斗力明显
提升。新疆男篮也在官宣中表示，期待周琦在
2019-2020赛季中与队友们并肩作战，向总冠
军发起冲击。

目前，周琦正随国家男篮备战2019男篮世
界杯，新疆男篮在官宣中表示，希望周琦全力
以赴投入集训备战，力争以最佳状态迎接男篮
世界杯，为中国男篮争取佳绩作出贡献。

新疆男篮官宣

“大魔王”周琦归队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孟庆剑 报道
本报聊城讯 8月12日至16日，中国体育彩票

2019年全国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团体）在聊城
市东昌府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91支代表队的618
名运动员展开棋艺比拼。

东昌府区作为中国第七个“全国国际象棋之
乡”，拥有五所国家级“国际象棋特色学校”，10
余万国际象棋爱好者；2017、2018年先后承办了中
印国际象棋对抗赛、中国国家队对“一带一路”世
界联队国际象棋对抗赛两场国际赛事；连续五年承
办“全国棋协大师赛”，历届人数达到全国之最。

618名国际象棋运动员

聊城比拼棋艺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8月12日，前荷兰国家队中场核心斯

内德（左一）宣布结束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
斯内德保持着为荷兰队出场134次的纪录。他

与罗本、范佩西等被誉为荷兰足球的黄金一代，曾
经在2010年世界杯赛中获得亚军，在2014年世界杯
赛中名列第三。

在俱乐部层面，斯内德曾在2010年随国际米兰
队夺得欧冠联赛冠军。此外，他还曾在荷兰、西班
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联赛中获得过冠军。

这是2014年7月12日，斯内德、蒂·克鲁尔、
贾·希尔森、乔·韦尔特曼和阿·罗本(从左至右)在
2014年巴西世界杯季军争夺战颁奖仪式上合影。荷
兰队以3比0战胜巴西队，获得季军。

8月13日，台州市少年体校选手缪帆以3比2战胜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选手。
当日，在山西太原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体校甲组女子团体决赛中，江苏

省少年业余体校以3比2战胜台州市少年体校，夺得金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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