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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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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前几天出营房
玩，走到药王山下的村子里，
房屋的墙上有用白石灰画的
大圆圈。我们问老乡圆圈是

干吗的。老乡告诉我们，过去药王山上有
狼，狼怕大圆圈，见了大圆圈就不进村咬
牲口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那绿幽幽的亮点是不是狼眼睛呢？
狼！
我想起动物园里的狼。它在铁笼子

里来回走。你要是逗它，它就不识好歹地
龇出尖牙吓唬你。我们就跑去看猴子。我
们见了猴子就大喊：“猴子腚上失火啦！”
腚就是屁股的意思。猴子边晒太阳边捉
虱子，听到我们喊，有的就跑过来要东西
吃。要不到东西就继续回去捉虱子。有的
猴子还会用尾巴勾住树枝，把自己倒挂
起来荡秋千，特别好玩。我们喜欢猴子，
不喜欢狼！

我把枪从肩上拿下来，端在手里。
那亮点并没有再往前来，它们闪烁

了一会儿就消失了。
我松了一口气，又把枪上了肩。
我头顶的树上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那边又有野猫喵喵的叫声。我忍不住又
咳嗽了两声。

那些声音没有了。
远处隐约传来火车鸣汽笛的声音。

我们营房北边有一条铁路，我们就是坐
火车从这条铁路上过来的。

我的耳朵在夜晚变得非常敏锐。
天越来越冷，我觉得都要冻僵了。我

的脸也冻木了，我试着咧咧嘴，皱皱眉，看
能不能做点什么表情。首长给我们讲战史
时，讲了在朝鲜战场上打得最苦的那一
仗，当时刚入朝，部队还穿着单衣，气
温一下子降到零下几十度。在这种恶劣
的天气下和敌人作战，我们的部队打得
英勇顽强，消灭了不少敌人。但有些战
士被冻死了，收集他们遗体的时候，发
现冻死的战士脸上都是笑的，这是因为
人脸的肌肉被冻僵时都是笑模样。我觉
得我的脸老在笑，是不是也冻得差不多
了呢？

我使劲挤眉弄眼做各种表情。
似乎什么表情都做不了。
就是要笑。
但心里想的却是—哭！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罪，我

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难挨的事
情。我有点想家了！我有段时间没想家
了，我以为我把想家的问题解决了呢，其
实没有！我想起我妈冬天总是给我灌好
暖水袋，把暖水袋塞进我被窝里。打了热
水叫我洗脸洗脚。我的手在外面疯玩冻
皴了，我爸用热水给我泡，搓掉泥，用黑
肥皂洗，再涂上厚厚的油……可是现在
我的脚麻了，脸也木了，手也不听使唤
了，也没人管我！

我有了委屈的感觉。

凭什么是我呀！
想到这个，我就越来越委屈。
我的鼻子发酸了。
……
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我拼命撵这

种感觉，要把它撵走！
它不愿走，就像钻到家里的老鼠那

样到处跑。
这不行，我非撵走它不可！
我知道我爸不会希望我是胆小鬼可

怜虫，我妈也不会！
我甚至感觉到有一束目光在身后盯

着我，那束目光既像针扎，又充满温暖！
我把身子挺得直直的，我现在是一

个真正的哨兵啊，真正的哨兵什么都不
怕，我不能辜负了那束目光。

……
天上的星星仿佛都冻住了，不再一

闪一闪的了。
那些声音也没有了。我倒是希望猫

头鹰和野猫再叫上几声，甚至那几粒绿
幽幽的亮点再出来，那至少说明还有东
西没有被冻住。现在这个样子，似乎所有
的东西都被冻住了。

那边墙根有团黑影动了一下。我怕
是我看花了眼，或者是疑心生暗鬼叫害
怕吓的，又等了等。那东西又动了。

我赶紧把枪从肩上摘下来。
我努力张开嘴，大喊：“口、口令！”
我都冻得说不清楚话了。

如果说，汉唐的“和
亲”是中世纪式的和平机
制，那么宋辽开创的“和
约”，则可以说是近代化的

和平机制。根据“澶渊之盟”的盟书以
及后续的系列约定，宋辽两国达成的重
要协议包括：

1 .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
位平等；2 .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
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
军旅之费”；3 .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
清领土边界，在国境线立下“石峰”
(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
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4 .约
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
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
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
河道”；5 .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
“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
似于罪犯引渡协定；6 .两国在边境开设
榷场，开展双边贸易。

宋朝与辽朝“建交”之后，在长达
一百余年的来往中，还形成了一套制度
化的“外交”机制，包括：1 .设立“国
信所”，有点像现代国家的外交部，负
责选派外交使团、接待外国使节、保管
外交文书与礼物；2 .每逢重大节日，譬
如元旦，两国会互派使臣前往庆贺，一
国皇帝、太后寿辰，另一国也会遣使祝
贺。一国若遇上国丧，另一国也要派人

吊慰；3 .一国新君即位，也会派遣使臣
通报对方，对方则致函相贺；4 .凡遣使
访问，对方都会给予礼遇，双方通常也
会互赠礼物；5 .一方若要征讨第三国，
也需要遣使照会对方，以期达成“谅解
备忘录”；6 .两国若发生利益纠纷与局
部冲突，都通过派遣代表谈判解决，不
致诱发战争。

近代民族国家谋求建立的国际条约
关系，不就是如此么？“澶渊之盟”告
诉我们：军事实力固然是谈判席上最有
力的筹码(这一点必须承认)，但和平谈
判却能够创造出战争无法完成的历久弥
新的文明价值。

滕宗谅与公用钱案
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与范仲淹为

同年进士，是一位有着豪侠气概的士大
夫，能领兵杀敌，喜结交朋友，行事豪
迈，出手慷慨，常一掷千金，《宋史·
滕宗谅传》称他“尚气，倜傥自任，好
施与”。

庆历三年(1043)九月，滕宗谅在庆
州(今甘肃庆阳)知州任上，陕西四路都
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向朝廷
检举：滕宗谅之前担任泾州(今甘肃泾
川)知州时，“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同
时，监察御史梁坚也对滕宗谅发起严厉
的弹劾：滕宗谅“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
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这里我们需要先弄明白一个概念：

什么是“公用钱”。范仲淹解释过公用
钱的性质：“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
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
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
养贤之礼，不可废也。”换成现在的说
法，公用钱就相当于我国台湾地区实行
的“特别费”，主要用于出于公务需要
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公
用钱的数额，“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
二百贯至五千贯止”，如宋真宗年间，
朝廷拨给广州的公用钱为“五十万”钱
(500贯)。公用钱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
签字才可以领用，“皆长吏与通判署籍
连署以给用”，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
上登记清楚，接受审计。

公用钱有时也被写成“公使钱”。
但是，在宋代，“公用钱”与“公使
钱”实际上是两回事，只不过常常被人
混淆了。公使钱是朝廷拨给领有节度使
兼使相、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
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
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
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
为若干等，从五百贯至二万贯不等。长
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旧
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
“方镇别赐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
尽入其余”；“(公使钱)不隶州府，(长
官 )自以亲吏领之，岁杪上计则入其
余”。

据新华社洛杉矶8月18日电 多部新片本
周抢滩北美影院，占据周末票房榜前十名中的
四个名额。环球影业发行的喜剧电影《好小子
们》出人意料地以3天入账2100万美元的成绩
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好小子们》讲述了三名青春期少年的
“叛逆冒险之旅”。

另外一部环球影业发行的影片《速度与激
情：特别行动》在连续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两
个周末后，本周在同门之争中落败，退居第
二，周末3天入账1414万美元。

迪士尼的“真兽版”《狮子王》本周末3天
入账1190万美元，排名第三。该片自7月19日
上映以来，北美票房总收入已超4 . 96亿美元，
全球票房总收入高达14 . 35亿美元。

索尼影业发行的动画片《愤怒的小鸟2》
入账1050万美元排名本周第四。 据新华社杭州8月19日电 浙江广厦19日宣

布，俱乐部已经正式签下杰伦·雷诺兹和艾伦·杰克
逊两名外援，这也意味着曾经帮助球队历史性杀入
CBA总决赛的外援福特森和博洛西斯双双离队。

在2017-2018赛季历史性闯入CBA总决赛后，
广厦上赛季的表现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季后赛第
二轮被新疆队3：1淘汰，最终止步四分之一决赛。
整个赛季，外援福特森和博洛西斯的表现均乏善可
陈，因此新赛季被放弃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作为福特森的替代者，33岁的杰克逊上赛季效
力于北京首钢。在为首钢出战的47场比赛中，杰克
逊场均贡献24 . 3分、5 . 4个篮板、7 . 5次助攻、1 . 5次
抢断，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0%，表现十分全面。

顶替大外援博洛西斯的雷诺兹是2016年的NBA
落选秀，今年23岁，身高2 . 08米，体重105公斤，是
一名重型内线。上赛季效力俄罗斯联赛圣彼得堡泽
尼特队期间，雷诺兹场均可以得到16 . 6分、7 . 9个篮
板、1 . 2次助攻，同时他有一手不错的中投能力，
两分命中率高达65 . 6%。

在功勋队魂林志杰离队后，经历上赛季失意的
广厦也开始了自己的重建之路。在正式更换外援
前，球队之前也对教练组进行了调整，其中包括更
换助理教练、外籍教练和体能教练。

喜剧电影《好小子们》
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浙江广厦完成外援更换
福特森和博洛西斯双双离队

□ 李博闻 林德韧 游云

离开球场已经6年的传奇球星麦克格雷迪
并没有真正远离美职篮（NBA），如今作为
ESPN篮球评论员的他依然时刻关注着联盟动
向。已经40岁的麦迪眼神依旧迷离，但观点却
直接犀利。

如今联盟球风偏软 科比能拿100分

在麦迪看来，当今联盟的球风和尺度跟他
那个年代已经大不同了。如果当年巅峰的自己
放在今天的比赛，麦迪觉得自己可以轻松场均
35分，科比甚至可以单场轰下100分，打破
“张大帅”的纪录。

“如今的比赛变得比我们那会儿‘柔和’
了，你在面对面防守时不能进行过多的手部防
守干扰，很多标准对进攻方有利，三分球也投
得越来越多。”麦迪说，“如今联盟有很多很

有天赋的进攻球员，比如哈登。不过他在我们
的时代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那会儿非常
鼓励防守，防守非常凶悍。”

在麦迪眼中，科比是那个最难防的球
员，进攻手段多种多样。而谁在防守端才是
真正的“麦迪终结者”？他仰起头认真地想了
想：“嗯……当年活塞和马刺都特别会防我，
他们的防守很有整体性，但并没有一个单独
的球员是。”

2012年，职业生涯末期的麦迪远渡重洋来
到中国，在CBA青岛队效力了一年。谈到那一
年的中国经历，麦迪表示很享受和怀念那段时
光。“我之前都不知道，原来CBA竞争如此激
烈。很多中国的球员也都非常不服输，这点令
我有些意外。”麦迪说，如果自己年轻几岁，
依然愿意再回CBA打球。

两个时刻最难忘 会继续做评论员

退役后，麦迪转行在ESPN干起篮球评论

员，三年的篮球评论工作让他觉得从未远离过
美职篮、远离过比赛，这让他很享受。“我喜
欢把我对于比赛的观点和看法表达出来，你知
道，这很有趣。”

麦迪透露，他目前又跟ESPN签了份两年
的合约。

而他现在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一家青少儿
体育培训机构动因体育的篮球技术总监。麦迪
表示，希望把自己职业生涯的经验传授给同样
热爱篮球的孩子们。

从当年的魔术“大魔王”、两届得分王，
再到“麦迪时刻”，标志性的干拔跳投，纵观
麦迪职业生涯，太多经典记忆涌现。

麦迪说，自己最难忘的时刻有两个，一个
是当年面对马刺震古烁今的“35秒13分”，另
一个就是火箭的22连胜。2017年，他正式入选
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麦迪说，自己进入联盟
的终极目标是赢得总冠军，但事与愿违，从未
在一支冠军球队打球。“对我来说，进入名人
堂就是我的总冠军”。

火箭难赢总冠军 锡安需减重

今夏美职篮，巨星转会的重磅操作频繁上
演。威斯布鲁克和哈登两位最有进攻天赋的后
场齐聚火箭。总决赛MVP伦纳德从北境远赴
美国西海岸，与保罗·乔治组成联盟最强防守
组。湖人也迎来了“浓眉哥”戴维斯，与詹姆
斯强强联手。不过在麦迪看来，威斯布鲁克和
哈登的组合很难给火箭带来一座总冠军，“快
船和湖人都比火箭实力强，而快船还要更胜一
筹，我觉得新赛季快船能赢总冠军”。

对于新科“状元”锡安·威廉姆森如何在
美职篮立足，麦迪也给出了他的建议。“锡安
的上限很高，他运动能力爆炸，但随着他比赛
的成熟，他应该更多地开发外线的投篮技能，
而不是总要飞跃别人，因为这对于285磅（129
公斤）的体重，82场的强度太难了，因此他要
减一减体重。”麦迪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汪俊执导，黄磊、海清、陶虹、王砚辉
和咏梅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小欢喜》正在
东方卫视、浙江卫视首播，并在爱奇艺、腾讯
视频同步播出。

《小欢喜》改编自鲁引弓的同名小说，讲
述了方家、季家和乔家等几个高三考生家庭在
高三这一年的故事。这部剧当前豆瓣评分8 . 2
分，创造了今年国产剧的最佳口碑。剧中饰演
区长父亲季胜利的王砚辉，此前常以反面形象
出现在银幕中，此次饰演干部则让人耳目一

新。8月18日，他在接受媒体微信群访时直
言：“不管演什么，我的创作方法是：你首先
还是要演人，他要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个
性，有爱有恨。”

应该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

剧中，季胜利由于工作太忙，把儿子季杨
杨托付给自己妻子的弟弟照顾。没什么时间陪
伴儿子的他，以至于儿子长大后想要关心儿子
都无从下手，和儿子的交流很少。在儿子高三
这一年，他调到了所在城市的某个区当区长，
这使他有更多时间和儿子相处，但是儿子季杨
杨对父亲的感情却有点复杂。习惯了“留守少
年”的生活，季杨杨面对“空降父亲”的突然
关怀，有些无所适从。

“孩子的教育我觉得是个非常难非常难的
事情。因为身边会有无数的声音告诉你，应该
这样，应该那样。到底应该怎么样呢？”现实

生活中，王砚辉有一个12岁的儿子，他也常常
思考教育问题。“我跟我儿子现在沟通还是蛮
顺利的，因为我儿子现在还小，可能还没有到
叛逆的时候。其实我这几年拍戏，也是在家里
的时间比较少。我觉得，能回家就多陪陪他，
而且多站在他的角度去想想，有矛盾的时候忍
一下，过上个几分钟可能就会好了。有时候更
应该给自己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你的一些所
作所为，孩子都看着的，给孩子树立一个榜
样，还是挺重要的。这个假期我没拍戏，就是
要陪伴他一下。”

把人物想得更复杂一些

1989年，王砚辉毕业后就进入云南省话剧
团工作，在话剧舞台上演了很多角色。近年
来，他又活跃在影视舞台，参演了《李米的猜
想》《光荣的愤怒》《形影不离》《烈日灼心》
《心花路放》《恶棍天使》《追凶者也》《非凡

任务》《我不是药神》《幕后玩家》《无名之
辈》《“大”人物》等诸多影视作品，演技也进
一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特别是在《烈日灼
心》中，王砚辉坐在那里的几分钟表演，把杀
人犯的形象诠释得入木三分，被称为“教科书
般的演技”。

王砚辉说，有时候在创作当中，他愿意把
这个人物想得更复杂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
点，这样，这个人物就更丰满一些。“我接的
每个角色我都认真地去演，在角色上体现出我
的东西。”

接演《小欢喜》之初，王砚辉有些顾虑：
“顾虑怎么演好干部的分寸感。分寸感的把握
是我特别注意的，就是怎么能够达到他的那个
标准度，这个有些难度。我认为这个角色不是
很好把握，很有挑战性。”对于人物角色的塑
造，他也直言有难度：“我怕给大家一种模式
化的感觉。后来还是按照我以前创作的感觉，
不管演什么，还是演人，尽量去演人。”

尤记当年勇 传道后来人
——— 专访NBA前球星麦克格雷迪

都市情感剧《小欢喜》中饰演“空降父亲”

王砚辉：不管演什么，首先还是演人

8月19日晚，在2019年中国足协杯半
决赛中，上海绿地申花队客场以3：2击败
大连一方队，三年内第二次杀入足协杯
决赛。

图为大连一方队球员卡拉斯科（上）
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亚足联19日在其官
网发表文章称，广州恒大前锋埃尔克森已进入中国
男足备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
的大名单。

亚足联表示：“这名巴西出生的前锋将成为中
国队第一名没有中国血缘的入籍球员。现年30岁的
埃尔克森此前从未代表巴西男足成年队出场。从
2013年起，埃尔克森就一直在中国踢球。”

“埃尔克森是继北京国安球员李可之后，中国
队引入的又一名入籍球员。李可在今年6月7日中国
对阵菲律宾的比赛中首次代表中国队出战。”亚足
联官网称。

自2013年来到中国后，埃尔克森先后随广州恒
大、上海上港夺得中超冠军，并在2013年和2015年
帮助广州恒大两获亚冠联赛冠军。

中国队将在9月10日迎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的首场比赛，里皮将率队赴客
场挑战马尔代夫队。

亚足联官网称埃尔克森
已入选中国男足大名单

申花客场3：2击败一方
挺进足协杯决赛

8月19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20届亚洲女排
锦标赛D组比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印度尼西亚
队，赢得小组赛两连胜。由于所在的D组仅有三支
球队出战，提前结束小组赛征程的中国队以全胜战
绩锁定头名晋级八强。

图为中国队球员刘晏含（上）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中国女排轻松晋级亚锦赛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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