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45 . 00元 零售价：3 . 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济南天气预报 今日晴间多云 温度17℃～31℃ 明日晴间多云 昨日开机7：10 印完9：4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2019年9月2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吕 晗

电话:(0531)85193305 Email:wtzx@dzwww.com文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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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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也来开会，呼啦一
下，长桌子边便坐满了人，四
周围也站满了人。参谋长站
在态势图前面，用一根教鞭

在上面指指点点，分析形势。
首长们又作出部署，说准备几个基

数的炮弹！
我小声问马参谋，几个基数的炮弹

到底是多少炮弹？
马参谋说不一定。
……
宋副科长有时候拿些写得很草的稿

子叫我誊抄，有时候派我去哪里送点什
么东西。

走在街上，我老觉得屁股上光溜溜
的。因为别的兵都有枪，长枪短枪都拍屁
股，有些小孩追在后面对他们的屁股指
指点点，于是前面那个便把屁股撅得像
孔雀开屏。可是没人指点我的屁股，我觉
得那里凉飕飕的。我好想借宋副科长他
们的枪挎一挎，把屁股拍热乎，但又觉得
这样做太孩子气，我早就不是小孩子啦！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问谭参谋，那
个大卫克布在哪里？

“什么？”谭参谋愣了一下。
我们就住在前指隔壁那个院子里。

人家老乡把南屋腾出来给我们睡觉。
地上铺着厚厚的麦秸草，我们的铺

并排铺在上面。
宋副科长把我安排在中间，说中间

暖和。还把他的狗皮褥子给我铺到被单
下面。我过后才知道，宋副科长执行任务
时伤过腰，一受凉腰就疼，所以狗皮褥子
走哪带哪，睡觉时铺身子底下。

临睡觉前，房东王大娘一瘸一拐地推
门进来。她提来一大桶热水，叫我们烫脚。

宋副科长说，王大娘您不要每天给
我们烧开水烫脚！

王大娘才不管，她叫大家把盆摆好，
都倒上热水。她说，烫烫脚晚上睡觉好！

我们就咝咝哈哈地烫脚。
王大娘走后，马参谋告诉我，这地方

山上净是石头，不长什么，特别缺烧的。
烧一大锅开水要用掉不少柴火，王大娘
腿脚不好，还上山拾柴火。叫她别烧她不
干。她老是说，打仗那会儿，她们都这样
做，战士们打仗那么辛苦，睡觉前烫烫脚
睡个囫囵觉，第二天好有劲打仗。

睡觉的时候，宋副科长他们就不像
白天那么严肃了，他们问问我这个，又问
问我那个。我把头扭到这边回答一下，又
扭到那边回答一下。他们也谈谈其他的事
情。这天他们说起了吃的，杨参谋是四川
人，说他们那里多么能吃辣。谭参谋是湖
南人，说他们吃辣更厉害。马参谋是山东
人，喜欢吃葱和蒜，他说葱辣嘴，蒜辣心，
辣椒专辣脖子筋，还是葱和蒜厉害。杨参
谋和谭参谋就一起攻击马参谋。他们又说
别的。说了孩子和钙奶饼干。说媳妇。又开
起了玩笑。玩笑开得过了头，宋副科长就

说，喂，这里有小孩！别胡说八道……
宋副科长问我，小刘，暖和吗？
我说暖和！
是真的暖和，我觉得底下铺的狗皮

褥子简直像火盆，热烘烘的烤我的背。
马参谋说，宋副科长两件宝，狗皮褥子

刮脸刀！小刘你小心半夜上火流鼻血……
宋副科长说，睡觉！
每天早晨起来，宋副科长总是留下

一个人给王大娘打扫院子，把水缸打满。
我也去挑过几次水。这里是山区，水井很
少，又远。开始挑水时，我一溜歪斜，桶里
的水边走边洒。有些小孩跟在我后面哈
哈笑。到了家桶里的水只剩下一半了。我
又回去挑水。老乡很热情地教我，叫我顺
着担杖起伏的节奏走，不要逆着走。这样
一试果然好多了。只是晚上睡觉时肩膀
疼，只能侧着身子睡。马参谋说，那你为
什么不换换肩？

王大娘的老伴公大爷给队里养牛。公
大爷特别健谈，他给我讲打仗那会儿的事
情。讲男人们推着小车送物资支前，讲妇
女和识字班在家里做军鞋摊煎饼往前线
送……我也知道什么是识字班了，根据地
当年把年轻妇女集中起来学认字，人们就
把她们叫识字班。公大爷和王大娘有两个
儿子和一个识字班，大儿子当民工支前，
淮海战役时中炮弹牺牲了。他们又把小儿
子送去参军。识字班嫁到城里去了……
公大爷说他当然要带头啦，他是党员啊！

“恶逆罪”与“谋杀
罪”在犯罪行为上是重合
的，但由于“恶逆”的杀伤
对象是直系尊亲属，是人伦

大恶，处罚更严厉，属于“十恶不赦”
的重罪。今天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相
关法律中，仍然保留着“杀害尊亲属
罪”，量刑比一般的杀人罪为重；日本
刑法中也有“杀害尊亲属罪”条款，但
后被认定为“违宪”。

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恶逆罪”是
否合理，而来关注阿云是不是触犯了
“恶逆罪”。如果是犯下“恶逆罪”，
阿云肯定会被判大辟之刑，无可赦免。
但登州司法官在审理阿云案时，发现一
个细节：“阿云于母服内与韦阿大定
婚”，“纳采之日，母服未除”。按
《宋刑统·户婚律》居丧嫁娶条，“诸
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
三等，各离之”。也就是说，阿云与韦
阿大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因此，许遵认为，阿云刺杀韦阿大，
“应以凡人论”，不适用“恶逆”条
款，只适用一般谋杀条款。

然后，许遵又发现，《宋刑统·名
例律》自首条规定：“犯罪之徒，知人
欲告，及按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
人并返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
减罪二等坐之。”又注云：“因犯杀伤
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

法。”《嘉祐编敕》也有敕文规定，
“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
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
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
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根据
律敕条文的法意，如果阿云属于自首，
将可以获得减刑，“减谋杀罪二等”，
免于一死。

那么阿云有没有自首的情节呢？若
按《宋史·许遵传》记载，“吏求盗弗
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
乃吐实”。似乎不算自首。但我们从司
马光《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
所附题解中可得知一细节：“县尉令弓
手勾到阿云，问：‘是你斫伤本夫，实
道来，不打你。’阿云遂具实招。”缉
拿、讯问阿云的是县尉，在宋代，县尉
类似于现在的刑警，其对犯罪嫌疑人的
讯问，属于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的刑侦，
并不是司法程序中的审讯。按宋朝司法
制度，县尉不可以参与推勘，宋真宗
时，曾有犯人临刑称冤，复命县尉鞫
治，刑部上言：“县尉是元捕盗官，事
正干碍，望颁制以防枉滥故也。”提出
要明确立法禁止县尉推勘案件。换言
之，阿云向县尉坦白交代时，尚未进入
司法程序，属“按问欲举”的自首。

据此，许遵对阿云案作出判决：阿
云与韦阿大成亲之日，“母服未除，应
以凡人论”；阿云“按问欲举，自

首”，按大宋律法，“当减谋杀罪二
等”，判“流三千里”。又按折杖法，
“流三千里”折“决脊杖二十，配役一
年”。

大理寺的复核与许遵的抗议
依宋代司法制度，州一级法院对重

大刑事案件作出判决之后，要报路一
级的提刑司审核。提刑司有终审权，
不过“疑狱奏谳”，阿云案在法律适
用方面存在一些疑问，因此需要呈报
中央复核。元丰改制之前，朝廷有三
法司：大理寺、审刑院、刑部。按照
程序，上报复核的刑案，先送审刑院
详议官“略观大情”；然后送大理
寺，由详断官做出终审裁决意见；复送
审刑院，详议官审核后如无异议，再联
署上呈君主。

大理寺与审刑院复审了阿云案卷宗
之后，推翻许遵的“当减谋杀罪二等”
的判决。他们援引《宋刑统·名例律》
的一则条文：“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
备偿，即事发逃亡，若越度关及奸，并
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议
曰：损，谓损人身体；伤，谓见血为
伤。”认为阿云的行为符合“谋杀已
伤”的犯罪要件，不适用自首减等的规
定，按律当判绞刑。不过，由于阿云有
“违律为婚”情节，存在法律适用的疑
问，大理寺与审刑院又“奏裁”，呈请
宋神宗作出最后裁决。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山东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山东省文联承办的“光影耀金秋·精彩欧
罗巴”欧洲电影展济南站，于9月25日至9月27日在济
南百丽宫影城举行。影展期间共展映6部欧洲影片，
分别是来自白俄罗斯的《代号黑狗》《游戏玩家规
则》，来自挪威的《北极历险记》《失踪顺序》，来自荷
兰的《疯橙记》和来自奥地利的《音乐之光》，为济南
的影迷带来精彩纷呈的欧洲电影盛宴。

本次欧洲电影周展映的这六部片子是中国影协
近两年一系列对外交流展映活动的成果。近几年来，
中国电影家协会在白俄罗斯、波兰、挪威等国成功举
办了“中国电影展”，展映了《红海行动》《狼图腾》《烈
日灼心》《飞越老人院》《米花之味》《绣春刀》等多部
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国产影片，受到当地观众的热
烈欢迎。

据悉，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百花电影
节将于今年11月举行，本次欧洲影展就是今年金鸡
百花电影节的预热活动。主办方希望此次展出的6部
影片，可以让济南观众更多地了解当代欧洲电影。

欧洲电影展映济南站

精彩开幕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全景式展现新中国外交战线的电视剧《外
交风云》正在热播。该剧以虚实相间的手法讲
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的坎坷与峥嵘，并
第一次向观众展现出隐秘外交战线的卓绝伟
大。

拍成贴近老百姓思维理念的作品

作为献礼剧，《外交风云》采用了宏大叙
事和底层叙事相结合的手法，既展现了新中国
外交的艰难曲折，又以小见大，刻画了外交家
们的个人家庭与生活，反映了“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关心”的大情怀，让观众在观剧的过程
中感受中国精神，激发出爱国力量。

该剧编剧马继红说，此前，她对外交一知
半解，为了把新中国外交的路径摸清楚，她拿
出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闭门读书，先后读了一百

多本书，写了80万字的读书笔记，看了大量的
纪录片和影碟，同时对一些老外交官进行了采
访，仅分集大纲就写了六稿，并先后召开了四
次专家研讨会。通过这番努力，才对新中国的
外交史实基本理清了头绪。

“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剧中充斥着大量谈
判、角逐、计谋、冲突、对抗、战争的内容，
基调是冰冷的。为了把这部戏拍成贴近老百姓
思维理念的作品，就需要去寻找和挖掘带有温
度的暖色，并通过这些暖色的人和事，与观众
的情感对接。”马继红说。

平衡真实故事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如何把这部具有史诗风格的大剧把握好，
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拍出新意，如何让今
天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接受和喜欢？

开拍前，导演宋业明也有一种如履薄冰的
忐忑，“随着对这段宏大历史的深入了解，当

我渐渐走进历史深处去和伟人对话时，我的心
踏实了。鉴于新中国外交是一段奇迹，一个神
话，把这个奇迹和神话用电视剧的形式呈现给
观众，是我的愿望。”

对于这样一部改编自真实历史的剧品，如
何平衡真实故事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尤为重
要。对此，宋业明表示，整部剧以纪实风格为
主题，再加上写意的手法来创作，通过人物和
场景还原历史真实感。“电视剧的意义，是让
观众从观赏中感受到一种精神，激发出一种力
量。我们在剧中加入了许多细节，比如‘三场
宴会’中毛泽东的真情流露，比如振奋人心的
台词等等，都让这部艺术作品在还原真实外交
史的同时增加了更多的戏剧效果。”

一众戏骨高度还原伟人风采

《外交风云》汇聚了唐国强、孙维民、郭
连文、卢奇、谷伟等一众戏骨高度还原伟人风

采，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
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并领导
的新中国外交事业。

唐国强至今已演过40多次毛泽东，对毛主
席一言一行的情绪把控都非常精准。在《外交
风云》里，唐国强为塑造好角色，每一场戏都
反复揣摩，从衣着举止到表情神态都力求展示
出人物精神特质。在他的演绎下，观众们看到
了一个极具风骨的毛泽东，他拥有海洋一般宽
阔的心胸，也有坚如磐石的信念，他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在开创新中国外
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上作出了伟大贡献。

除唐国强之外，其他演员也做到了与角色
的完美融合。孙维民扮演周恩来的次数已超过
50次，郭连文扮演刘少奇至今也有50多次，他
们不仅在外形上与角色极为相似，更达到了与
所扮人物在精神气质上的吻合。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5日讯 由我省作家杨文学、

杨牧原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创造一个没
有麻风的世界》，近日正式出版。这部作品真实
再现了广大疾病防治人员将令人谈之色变的麻
风病“病魔”成功“收服”的故事，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人牢记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赤
子情怀，以此向新中国70华诞献上一份特别的
祝福。

麻风病的肆虐已有千年历史，曾经与梅毒、
结核并列为人类三大慢性传染病，相当长的时
间内，人类对此束手无策。上世纪四十年代之
前，麻风病一直被视为是“不治绝症”，一旦传
染，就相当于宣布了“慢性死亡”，人类因此“谈
麻色变”。

《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围绕山东省麻
风病研究所（后改为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
究所），现隶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
科学院）的疾病防治人员的故事为重点，将其放
在新中国成立后宏大的防麻治麻国家行动中，
以麻风病的防治、科研、探明病毒基因背景为主
线，在时间和空间转换中，以平实的笔触，刻画
麻医群像，记录了他们防麻治麻、专心科研、无

私奉献的真实故事。三代麻医代表的人生经历
与卓越成绩，是作品表现的重点之一。第一代麻
医尤家骏，中国麻风病防治的奠基者，也是山东
省麻风病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从海外留学归来，
多次放弃优厚条件的生活，一生与麻风病人为
伴，并为全国培养了大量麻风病防治专业人才，
在全国麻风病防治机构体系建设方面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第二代麻医代表赵天恩，全国麻风病
防治先进个人，在山东省皮防所开设了皮肤病
专业门诊，开创全国第一家省级麻风病防治机
构开设门诊的先河。第三代麻医代表张福仁，经
过十几年的刻苦研究，世界首次从人类DNA中
发现了麻风易感因子，由此实现麻风病精准预
防，第一次使彻底消灭麻风变成了可能，还率领
团队与其他机构合作，解决了如何避免麻风病
治疗药物不良反应的世界难题。

杨文学介绍说，在防麻治麻过程中，山东省
以突出成绩和贡献成为麻风防治的“国家样
板”。从1954年开始，山东逐步建立了覆盖全省
的专门防治麻风病的机构，设置省、市、县麻风
防治专业机构79处，调集医生1200人组建麻医
团队，同时在全省各地建立生活设施齐全的麻
风村71个，用于收治麻风病人。“从那时至今，三

代麻医接续奋斗。到1994年，山东省成为全国第
一个以县为单位基本消灭麻风病的达标地区。
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山东地区的第三代麻医
们依靠科学研究，又探明了麻风病传染过程中
的基因背景，这一科研成果，让人类在未来彻底
消灭麻风病成为了可能。”

《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的作者，杨文
学、杨牧原是“父子兵”上阵。杨文学是省作协专
业作家，作品曾荣获过多个国家级、省级大奖，
儿子杨牧原也已在文坛崭露头角，是中国作协
会员，也是齐鲁文学奖中最年轻的获奖作者。对
他们来说，选择这个题材，确实也有一些顾虑。
到浙江德清上柏麻风村采访，亲历的一幕深深
打动了他们。有一位今年87岁的麻风病人，12岁
时就因感染麻风病住进了麻风病村，受病情影
响，说话都不清楚，还是坚持要为他们哼唱一首
歌，表达了内心深处对党、对新时代的感激之
情。这是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听着“天大地大不
如党的恩情大……”父子俩被感动了，作家的责
任让他们一头扎进了麻风村。

他们走访了全国各地包括安徽、浙江、广西
等地的麻风村，细致采访了上百名麻医，零距离
接触、采访了几百个麻风病人，掌握了大量第一

手素材。麻医的故事，麻风病人的故事，他们曾
经受到的歧视和误解，医护与病人间的真情相
处，这些普通人根本没机会了解到的故事，读来
令人潸然泪下，特别温暖人心。杨文学、杨牧原
父子说，“《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这部作
品，让我们了解到身边还有这么一群人，也让社
会对麻风病、麻医、麻风病人都有一个准确全面
的认识。麻医们的奉献与付出可歌可泣。我们还
想告诉大家，在国家的关注下，在麻医们的护理
下，不幸的麻风病人们又是幸运的，他们享受着
免费食宿免费治疗的政策，他们生活态度积极
乐观，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杨文学特别提到，山东麻医们在麻风病领
域的研发成果，正在被世界所验证和应用，而人
类彻底消灭麻风、建立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的
美好愿景，也因为山东麻医的贡献成为了可能。
如今，山东省乃至整个中国，麻风病基本被消灭
了，但是印度、印尼、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麻风
还在盛行。“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是全球
麻风控制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终极目标，山东
省的麻风防治的科研成果，正顺着‘一带一路’
走向世界，为那些饱受麻风折磨的人们提供服
务。”

一场彰显初心的病魔“狙击战”
——— 专访《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作者杨文学杨牧原

电视剧《外交风云》全景式展现新中国外交战线

展现隐秘外交战线的卓绝伟大

□记者 张忠德 报道
本报青岛9月25日讯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9

青岛西海岸沙滩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青岛首
届沙滩马拉松——— 2019青岛西海岸沙滩马拉松赛将
于10月13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举行。

本次赛事将赛道设置在有着“亚洲第一滩”美誉
的金沙滩，共设置了全程10 . 5公里和半程5公里两个
项目，并根据中国田协规定设置了关门时间，全程、
半程关门时间分别为2小时、1 . 5小时。

青岛首届沙滩马拉松赛

10月13日鸣枪

□新华社发
9月25日，在2019韩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首

轮比赛中，中国选手林丹（上图）以0：2不敌马来西
亚选手刘国伦，无缘第二轮。

□新华社发
9月24日，中国

选手张旺丽在挺举
比赛中。

当日，在泰国
芭堤雅举行的2019
世界举重锦标赛女
子 7 6公斤级比赛
中，中国选手张旺
丽以153公斤获得
挺举冠军，总成绩
271公斤获得亚军。

据新华社印度班加罗尔9月24日电 2019
女篮亚洲杯24日在印度班加罗尔正式打响。在B
组的一场较量中，中国女篮在下半场一扫颓势，
最终以67:44战胜新西兰队，迎来本届女篮亚洲
杯的开门红。

开场后，新西兰队立足防守，频频造成中国
队失误。中国队在首节仅与对手战成8:8平。

次节再战，中国队小将李缘在半场结束前
挺身而出，她的两记远投帮助中国队21:17重新
领先进入下半场。

中国队在第三节开始提速，连续打成反击
后迫使对方请求暂停。武桐桐命中三分后，又在
本节尾声快攻打成2+1，重新找回进攻节奏的中
国队带着13分的领先优势进入末节。

末节比赛，新西兰队展开反扑，关键时刻杨
力维与李缘里突外投，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2019女篮亚洲杯

中国队大胜新西兰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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