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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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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班长问我记得那天我
画黑板报的事情吗，我问是
哪次。我现在经常要给连里
换黑板报。

“就是周参谋问你事的那次，”侯班
长说，“你知道他为什么问你那些情况
吗？”

我摇摇头。
侯班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刘立宪，

你有好事啦！”
我有点莫名其妙。
侯班长就把事情告诉我了。
原来，警卫连的黑板报就在营区道

路边的墙上，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看到。
作训科的周参谋也看到了。
周参谋回去一汇报，司令部首长同

意把我调到作训科的测绘班。测绘班专
门画地图，要会画画和写美术字的。

侯班长说，这是陈连长有次说的。陈
连长说，那还行？咱们又不是小卖部，家
伙们又不是牙膏香皂，谁挑好了就拿走。
已经走了一个何晓凯，还想要彭民贵，这
回又要刘立宪，没门儿！

“不过，”侯班长说，“这事陈连长说了
不算，这不是连队和连队，别说上面调你，
就是调他陈连长，他也不敢讨价还价！”

我听了后，不禁有些小激动。
“唉—”侯班长叹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侯班长为什么叹气。
他没有说话，我跟着他往前走。

一辆驴车从后面过来。
我们俩停下来，让车过去。
侯班长看看车上，对老头说：“送肥

去呀大爷，这么早！”
那老头说不早啦，快该给麦子上返

青肥啦！
等车过去了，侯班长喃喃地说：“人

勤春来早，该走喽！”
“什么该走了？”我问。
“复员啊，回家！”
侯班长说：“刘立宪啊，去了测绘班，

一般就不会再复员。只要不出错，都能提
干。我要是像你一样，能写会画，也去那
里，就不用回家再去修理地球啦！”

我们默默地朝前走。
过了一会儿，侯班长又说，其实他已

经很满足了。
侯班长说，他其实前年就该复员，但是

陈连长没有让他走。他特别感谢陈连长。
侯班长告诉我，当时他在家里谈了

个对象，他们那里穷，光棍多，幸亏他在
外面当兵，人家闺女和他好上了。但如果
复员，就很难说这事情能不能成了。他向
陈连长做了汇报。陈连长和连队的其他
干部一商量，大笔一挥，就把他从复员的
名单里划掉了。不但没让他复员，还安排
他回去探家，他探家期间把婚结了。

侯班长给陈连长说，恐怕光结了婚
还不行……

陈连长用拳头捅捅他的胸脯说，那

你小子得争气！
陈连长又把侯班长给划了一次。
侯班长说，他老婆还到部队来探了

亲。陈连长叫他陪着到邻近的那个大城
市去看了大海，逛了百货公司，还买了钙
奶饼干……

我问为什么要买钙奶饼干呢？
“嘿嘿，”侯班长拍拍我说，“刘立宪

你是小孩你不懂，钙奶饼干可有营养呢，
拿一块放到碗里，用开水一泡，就是一碗
牛奶糊呢！咱们这里的参谋干事都去那
里捎钙奶饼干！我那小子就是吃钙奶饼
干吃得又白又胖，刚一岁就满地跑了。村
里人都问是怎么喂的，我老婆说就是吃
钙奶饼干，说钙管着长骨头，吃了骨头
硬！”

侯班长笑得脸上都开了花。
侯班长告诉我，他老婆回去后，把那

次来队探亲见到的事情告诉给大家，村
里人可羡慕呢。他们一辈子都没出过大
山，见过最大的一片水就是村后面的水
塘，可他老婆连大海都见啦……

“对了，”侯班长说，“她把那次在医
院里打针的事情也说啦，她给人家说，部
队医院的护士手艺可高呢，一位姓乔的
护士，眼睛像两颗毛栗子，手指头嫩得和
葱段子似的，可不像咱们的赤脚医生，手
指头赛过青冈木烧出来的木炭。人家乔
护士打针一点都不疼，我打了几次还想
打，人家说不能打了……”

但是，仁宗的这个处分
决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
拱辰的强烈反对。王拱辰上
书说：“赏罚者，朝廷之所以

令天下也。此柄一失，则善恶不足以惩
劝。今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
狱，止削一官，皆以谓所坐太轻，未合至
公。”又说，如果不对滕宗谅严肃处理，他
就辞职不干了，“臣所以不避而固争者，
诚恐来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废矣。臣明
日更不敢入朝，乞赐责降一小郡，以戒妄
言”。

王拱辰可是一个招惹不得的人物，
以前他向宋仁宗提意见，仁宗未答应，他
情急之下便扯住皇帝的衣裾不放，“极论
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纳其
说”。现在他要求朝廷对滕宗谅施以重
责，而仁宗未听，王拱辰真的就辞职不干
了，“即家居，求自贬”。

其他御史也“执坚奏劾宗谅不已”。
最后，宋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
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徙知虢州滕
宗谅知岳州”。

北宋时，岳州(今湖南岳阳)差不多
就是一个蛮荒之地。不过，滕宗谅到底是
豪爽之人，不会太计较穷山恶水。他上任
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

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
采用了类似“众筹”的办法——— 岳州有不
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

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
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
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
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
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
万缗”。

滕宗谅自己掌管这笔巨款，“自掌
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
费甚广”。按王拱辰的说法，滕宗谅从
中捞到了不少油水，“自入者亦不鲜
焉”，可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
能”。

滕宗谅显然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
人，其操守也不必怀疑，但我们不能不
指出，他也是一个藐视制度的人。一些
人很欣赏他，如范仲淹、欧阳修；另一
些人则很看不惯他，如杜衍、王拱辰。

岳阳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
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
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
记》，刻于石碑；再请著名篆书家邵觫
为《岳阳楼记》石碑“篆额”，时人将
滕楼、范记、苏书、邵篆合称为“天下
四绝”。

苏舜钦与进奏院案
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时，正值

他因“进奏院案”被朝廷罢官未久。
苏舜钦也是范仲淹赏识的一名才

俊，自小就“慷慨有大志”，后经范
仲淹推荐，在庆历初年(1041年)参加制

科考试， “ 为 集 贤 校 理 ， 监进奏
院”。他的岳丈，则是与范仲淹私交
很好的杜衍。

庆历四年(1044年)，枢密使杜衍拜
相，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
为枢密副使，他们领导的“庆历新政”
正在展开。支持新政的苏舜钦此时也意
气风发。

这一年九月，京师官民又迎来一个
狂欢节——— 秋季赛神会。按宋人惯例，
这一天，京师各机关单位都会准备酒
馔，“吏史列坐，合乐终日”。苏舜钦
也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了几贯
钱，邀请进奏院的同僚以及几位有交情
的文友，到酒楼喝酒联欢，还叫了几名
官妓歌舞弹奏，陪饮助兴。

宋代的进奏院，负责刊印中央政府
的朝报，然后分发给各地方政府，因而一
年积下来，废报纸很多。不过，旧报纸也
值不了几个钱，鬻卖所得的公款不足消
费，大家又凑份子补足，苏舜钦自己掏了
十贯钱助席，其他“预会之客，亦醵金有
差”，换成现在的话，就是“众筹”一场酒
席。

当时恰好有一个叫作李定的官员
(与王安石弟子、熙宁变法小将李定并非
同一人)，得知进奏院要“众筹”宴席，便
兴致勃勃地跑过来说，他也想参加联欢
会。但苏舜钦大概觉得李定这个人很俗
气，一直瞧他不上，便拒绝了。

□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报道
本报安丘8月21日讯 首次进入中国的世界国

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8岁/10岁/12岁）今日在安
丘市开幕。来自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584名小棋
手将展开为期13天的激烈角逐。

世界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是由世界国际象棋
联合会创立主办的正式国际赛事，每年举行一届，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蒋欣和李光洁领衔主演，郭京飞、刘
孜、刘佩琦和钱芳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遇见
幸福》将于8月26日晚登陆湖南卫视独家播
出，并在爱奇艺、腾讯视频次日0点全网同步
更新。

作为一部面向未来的温情现实主义剧，
《遇见幸福》凭借温暖正能量的剧集气质和实
力抢眼的演员阵容，被广大网友提前列入“追
剧清单”。

三个中年人找回久违的初心

《遇见幸福》围绕三个发小跨越时光的重
逢展开，展现了身处时代中的三代人虽然年
龄不同，家庭不同，但在面对生活困顿时初
心不改，彼此温暖，努力追寻幸福生活的人

生故事。
剧中，出生于1 9 7 8年的甄开放（蒋欣

饰）、萧晴（刘孜饰）和欧阳严严（郭京飞
饰），小时候由于父亲们的相互交好而成为好
朋友。时光荏苒，三十多年后，随着父亲们的
到来，三位儿时的伙伴重新有了更多联系。此
时，甄开放离婚又失业，成了单亲妈妈；萧晴
与刚读大学的女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
争”；事业有成的欧阳严严突然辞职，给家庭
带来了莫大冲击。三个面临婚姻、教育、事业
问题的儿时玩伴，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年危机，
他们选择彼此温暖和依靠，寻找人生的突破。
在城市的喧嚣中，三个中年人终于找回了久违
的初心，重拾对美好生活的信念及希望。

实力演员携手打造看点满满

《遇见幸福》中，四个主要角色由中生代
实力派演员演绎，三个家庭的父辈则由老戏骨

倾情诠释，再加上青春洋溢、演技可圈可点的
新演员加盟，令该剧看点满满。

从官方曝光的群像海报中可以看到，依
托欣欣向荣的城市街景，职场新女性甄开放
与帅气机长司问渠（李光洁饰）并肩而立，
幸福温情；甄开放身旁，爸爸甄建国（刘佩
琦饰）与女儿乐乐（刘怡歆饰）相伴一侧，
尽显温馨祥和的家庭关系；欧阳严严与妻子
赵雅茹（钱芳饰）、爸爸欧阳国庆（张绍荣
饰）、儿子欧阳博文（谢承泽饰）相偕而立，
便装出镜的一家人更显几分随意安然；另一
边，萧晴与爸爸萧解放（洪剑涛饰）、女儿萧
春泥（徐沐婵饰）及丈夫袁磊（那家威饰）
神情各异，或目光坚毅霸气外露，或面露笑
容憨态可掬。各个家庭之间呈现出了风格迥
异的状态，故事脉络初现端倪。

关注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成长力量

《遇见幸福》紧扣时代脉搏，关注与时代
同频共振的成长力量，以生活化的姿态关照当
下、聚焦“我们的生活”，通过有血有肉的描
绘，将一个个典型的职场与家庭人物生动呈
现，力求以“最真实生活观察剧”的气质传递
强烈的共鸣感，让广大观众能够自然地在其中
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

《遇见幸福》立足当下，以温和的方式探
讨“新型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
持、中产阶层对成功的定义、代际沟通的学
问、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现实命题，其中所包含
的面向未来的指导意义，或将为现实生活中面
临大大小小的选择与困惑的“我们”提供理性
而不失温情的“回答”和尝试性的解决方法。

制作人唐丽君曾表示，之所以选择《遇见
幸福》这部温暖现实主义作品，是因为这个时
代需要文艺创作者有这样一种责任感，需要有
这样一种温暖的力量去见证时代的脚步，不忘
初心，与时代一路同行。

□记者 王 建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1日讯 山东西王篮球俱乐部21

日官方宣布，经过友好协商，与美国球员韦恩·塞
尔登正式签约，待向CBA公司报送注册材料并经审
核公示后，塞尔登将代表山东男篮征战2019-2020
赛季CBA联赛。

塞尔登今年25岁，身高1米96，体重104公斤，
是一名得分后卫。他毕业于堪萨斯大学，2016年参
加NBA选秀，但最终落选。随后，塞尔登与孟菲
斯灰熊签约，从此开启了自己的NBA生涯。在三
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效力于灰熊、鹈鹕和公牛，共
出场124次，场均贡献7 . 34分。在2018年1月21日灰
熊以104：111不敌鹈鹕的比赛中，塞尔登替补出场
27分钟，16投11中得到31分2篮板2助攻，创造了个
人NBA职业生涯单场最高得分纪录。

8月初，美国媒体称塞尔登接近加盟山东男
篮，并透露其将获得一份一年350万美元的合同。

□记者 王 建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1日讯 记者今天从济南市体育

局获悉，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山东省小球运动联
合会、山东省网球运动协会、济南市体育局承办的
2019年济南网球公开赛将于8月26日至9月8日在济南
奥体中心网球馆举行。

2019年济南网球公开赛由ITF国际女子网球巡
回赛60K赛事和ATP挑战赛125K赛事组成，是仅次
于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二大男女混合网球公开赛。
比赛共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和女子双
打四个项目，届时将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选手参赛。

2019年济南网球公开赛26日开赛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8月21日讯 今天，青岛市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发布会透露，全程2300多海里的青岛港
2019第四届“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将于8月
24日从青岛起航，于9月25日鸣金收帆。

届时，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新加
坡和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船员将分别代
表8支赛队，驾驶40英尺长的博纳多帆船在先后造
访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日本富山后重返青岛。

国际象棋青少年世锦赛安丘开幕

“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24日起航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为备战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预赛阶段（四十强
赛）比赛，中国足协21日公布了35人集训名
单，广州恒大淘宝球员艾克森（原名埃尔克
森）首次入选。

在这份名单中，中超“领头羊”广州恒大
淘宝队共有艾克森、老将郑智在内的8名球员
入选。艾克森将成为继李可之后第二位被中国
队征召的归化球员，同时也是第一位无中国血
缘的归化国脚。上一期集训中并未被里皮征召
的武磊，也将从西班牙回归国家队。

中国足协在官网表示，新一期的中国国家
男子足球队定于8月25日至30日在国家足球训

练基地(香河)举行第一阶段集训，9月2日至11
日在广州组织第二阶段集训并赴马尔代夫参加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海上港、广州恒大淘
宝及西班牙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的运动员只参
加第二阶段的集训。

9月10日，中国队将在客场出战马尔代
夫队。

本次国足集训名单如下：
上海上港：颜骏凌、贺惯、石柯；
广州恒大淘宝：郑智、张琳芃、艾克森、

黄博文、徐新、高准翼、韦世豪、杨立瑜；
山东鲁能泰山：王大雷、蒿俊闵；

北京中赫国安：邹德海、王刚、李磊、池
忠国、李可、张稀哲、王子铭；

江苏苏宁：吴曦、阿不都海米提、谢鹏
飞；

河北华夏幸福：王秋明、陶强龙；
上海绿地申花：朱辰杰；
天津天海：张鹭、杨旭、姚均晟；
大连一方：李帅；
河南建业：韩轩；
重庆当代力帆：冯劲；
天津泰达：杨帆；
武汉卓尔：廖均健；
西班牙西班牙人：武磊。

蒋欣李光洁郭京飞刘孜刘佩琦等携手演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

力求成为“最真实生活观察剧”

中国足协公布国足35人集训名单

首位无中国血缘归化国脚艾克森入选

据新华社巴塞尔8月21日电 中国队女单
头号选手陈雨菲21日在这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
锦标赛第二轮比赛中，以2：0击败泰国选手李
美妙晋级16强；小将蔡炎炎以1：2不敌韩国的
金佳恩，成为中国队四名女单选手中唯一未能
晋级的球员。

由于首轮轮空，两人的本届世锦赛首秀直
到开赛第三天才上演。作为赛事四号种子的陈
雨菲以21：14、21：19战胜了李美妙，16号种子
蔡炎炎在稍后的比赛中与金佳恩苦战三局，最
后以14：21、21：16和10：21落败。

前一天比赛中，何冰娇和韩悦分别战胜了
日本的大崛彩和高桥沙也加，获得16强席位。

这是21岁的陈雨菲第三次参加世锦赛，她
曾在2017年获得铜牌，去年止步八强。她下一
轮的对手将在马来西亚的谢抒芽和加拿大的李
文珊之间产生。

陈雨菲当天赢得并不轻松，尤其在第二局
遇到了对手强有力的挑战，一直处于被动局
面。她一度以5：9落后4分，后来将比分追成
10：10。陈雨菲随后以17：14领先，但李美妙连
得4分，以18：17反超。两人之后接连打成18：18

和19：19，陈雨菲连得两分锁定胜利。
“因为是第一场比赛，我状态不是太好，

第二局球速慢了一些，被她连续得分。”陈雨
菲赛后说。

由于前一天头号种子山口茜意外出局，
陈雨菲夺冠路上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她
赛后说：“山口茜是一个比较强的对手，但除
了她之外，还有很多实力很强的对手。况且
她和我不在一个半区，我还是先把我这个半
区打好。”

陈雨菲所在的下半区中，她最大的对手是
中国台北的二号种子戴资颖。后者将与印尼选
手菲特亚尼交锋，如果获胜，下一轮将对阵金
佳恩。

19岁的蔡炎炎赛后说：“今天很多地方做
得没有对方好，因此输了也很正常。第三局体
能下降，也没有对方耐心，多拍的战术本来也
不是自己擅长的。”

谈到首次参加世锦赛的经历，她说：“在
场上也很想赢球，很想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但
现实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临场解决的能力还需
要提高。”

羽毛球世锦赛：

中国女单三人晋级16强

□新华社发
图为8月3日埃尔克森参加中超比赛照片

□新华社/欧新
当地时间8月20日，在塞浦路斯尼科西亚进行的2019-2020赛季欧冠联赛资格赛附加

赛首回合比赛中，荷兰阿贾克斯队客场以0：0战平塞浦路斯希腊人竞技队。
图为阿贾克斯队球员内雷斯（左）与希腊人竞技队球员米哈伊洛维奇拼抢。

山东男篮签下韦恩·塞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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