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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展览风格各异 线上展示提升质量

天津美术馆线下线上都精彩

开幕式敲定苏州

中超开赛或推迟至3月中下旬

■本报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

“穆夏──新艺术运动先锋”特展
和“国家荣誉——中国女排精神展”，
让天津美术馆自去年以来成为了更多
天津市民艺术出行的首选。新年伊
始，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天津美
术馆继续展出5项线下展览，同时还
在积极筹备线上美术活动。昨日上
午，记者走进天津美术馆探访这里的
展览，了解近期的活动。
昨日恰逢是工作日，当上午10时

记者走进天津美术馆时，馆内观众人
数并不多，参展环境相当舒适。在三

楼展厅展出的“国家荣誉——中国女排
精神展”前，一位市民正在聚精会神地观
看中国女排夺得的历届奖杯。记者了解
到，这位市民叫王臣，他之前曾经来看过
这个展览，此次是特意前来“二刷”的。
他说：“上一次来我是走马观花参观的，
这一次我认真观看了很多展品的细节，
还着重看了中国女排的历届奖杯和队
服。我计划过一段时间还要带爱人和孩
子来参观，让孩子从小学习中国女排的
拼搏精神。”

四楼展厅正在展出“饮湖清澜——
天津博物馆馆藏刘子久作品展”。由于
刘子久是天津本土的艺术大家，这项展

览自推出以来非常受市民欢迎。在一幅
名为《旭日东升》的美术作品前，逸阳梅
江湾国际学校的美术教师一行正在参
观，指导老师、邮票设计家徐明讲解道：
“这幅作品是196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40周年而作的，画中的太阳就像中
国共产党，挺拔的松树代表了56个民族
建设新中国取得的日新月异的成就。”徐
明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学校的11位青年美术教师一同提交
了入党申请书，通过今天的参观活动，青
年教师们既有了艺术上的收获，又得到
思想境界的升华。”
天津美术馆目前正在展出的线下

展览还有“天津革命老区新貌——摄
影大赛优秀作品展”“写意·塑造——
李军教授学术研究展”“风光霁月——
纪念李叔同诞辰 140 周年书法传承
展”。天津美术馆副馆长卢永琇向记
者介绍，为满足广大市民需求，目前展
出的 5项展览都将持续至春节后，其
中备受关注的“国家荣誉——中国女
排精神展”已延期至今年5月9日。她
还透露，天津美术馆正在积极筹备线
上美术活动，计划邀请专家在线上展
示手工制作，美术馆工作团队在去年
制作推出“穆夏云观展”线上活动的经
验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线上内容质量，
让“云上”美术馆更加精彩。

本报讯（记者张帆）由市文化和旅
游局、东丽区人民政府主办，市群艺馆、
东丽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承办的第二十
九届“东丽杯”梁斌小说评选活动于
2020年6月启动，至2020年12月已完
成全部评选工作。
本次评选活动通过四川省文化馆、

湖南省文化馆、江西省文化馆、海南省
群众艺术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福
建省艺术馆、重庆市群众艺术馆、湖北
省群众艺术馆等24个外省单位，宝坻
区文化馆、河北区文化馆、蓟州区文化
馆、南开区作家协会等16个我市单位
以及天津市、外省社会报名渠道总共征
集了613篇（部）有效作品进入初评。
本次评选吸引了来自全国二十多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作者热情参
与；既有刊发于名刊大刊的作品，也有
来自基层一线的群众文学作品，可谓
百花齐放。最终，共评出东丽文学大奖
1部、新人新作奖6人、长篇小说类等级
奖19部、中篇小说类等级奖18篇、短篇
小说类等级奖30篇、小小说类等级奖
31篇，优秀组织单位奖20个、个人优秀
组织奖30名、个人组织奖18个。

来自全国的613篇（部）作品参评

“东丽杯”梁斌小说评选揭晓

■本报记者张钢

上映首日，程伟豪执导的《缉魂》便
拿下当日上座率第一的成绩，观众对该
片悬念的设置、反转的剧情以及张震、张
钧甯等几位主演给予了好评。在对导演
程伟豪的采访中，他从更深的层次分析
了自己的这部作品：用科幻的形式和悬
疑的题材作为包装，影片内涵讲述的是
人类在面对生老病死时，真实的心理状
态和反应，传递出温暖的情感。

程伟豪在《缉魂》中独具匠心，采用
了较为新颖的“软科幻”去展现故事。他
说：“一提起科幻片，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星球大战》那一类的电影，其实那些以
外太空、机器人等主打的电影属于‘硬科
幻’。‘软科幻’指的是，以畅想中的未来
科技为背景，重点关注人文、生活的科幻
作品。《缉魂》的故事时间设定为2032
年，就在不远的未来，科幻元素则是人类
有了换脑技术，通过脑神经的复制，将一
个人变成另一个人。这种‘软科幻’电影
目前比较流行，比如《黑镜》等等，我在拍
摄这部影片时，则加入了女娲、伏羲等人
类起源学说、山海经等等，希望在近未来
的背景下添加东方奇幻色彩。我想通过
这部影片侧重科技之于人性的探讨，如
果这种科技在人类身上或人类关系上过
度使用，会发生怎么样的质变。”

该片人物设定中，检察官与富商的
角色都患有癌症，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不
同的人面对死亡，最后所作出的抉择却
截然不同。这一内涵的表达令《缉魂》的
品质大幅上升。片中人物的命运，也是
来自程伟豪自身的体验，他在影片结尾
字幕打上了“谨以此片献给我的父母”的
字样。对此，他说：“我陪伴我的父亲度
过了他癌症时期的最后几年，尤其在父
亲生命结束前的最后半年，给了我很大
冲击，我开始思考人世间的牵挂，灵魂与
肉体的关系，人类在面对生老病死的时
候真实的心理状态和反应。这些经历给
了我创作的动力，而我的思考也都映射
在了影片两位主角的身上。伴侣间的付
出有时候来源于一厢情愿的执念，有时
候来源于不问对错的奉献，这些在生老
病死的背景下能够表现得更为鲜明。张
震饰演的检察官面对保住生命还是徇私
枉法的抉择，富商在生命尾声则不惜通
过杀人来把自己换为另一个人，继续享
受财富。两个人物不同的选择，显示出
正义与黑暗的两面，用人性困境中的挣
扎与妥协带给观众思考。”
在谈起几位主演的表现时，程伟豪

表示：“在片中大家可以看到，张震已经
‘脱相’。他因为要扮演癌症患者的角
色，提前三个月开始减肥，不到100天时
间瘦了24斤。他扮演的是检察官，即使
患病还是在继续工作，他需要掩饰自己
的病态，保持检察官既有的威严，把头发
剃光能有一个更强悍的外形去面对罪
犯，他也认为剃头是作为演员应该做的
事情，没有什么好多言的。张钧甯也是
花时间去了解女刑警在生活和工作中的
真实状态，从她们身上参考了穿衣打扮、
生活习惯等等。几位主演的优异表现，
使得观众能找到与角色共鸣的情感落
点，让影片更为好看。”

科幻的外衣 真情的里子
——《缉魂》导演程伟豪谈创作

本土小将发威 团队篮球发力

天津男篮逆转战胜福建队

日前，华夏未来第二十八届阳光
冬令营采取小班授课模式，线上线下
课程并举，丰富了学生们的寒假生活。

本报记者张帆姚文生摄影

本报诸暨1月19日电（记者苏娅
辉）在第二节开局一度落后17分的情
况下，阵容不整的天津先行者男篮在
下半场发起反攻，打出漂亮的团队篮
球，以117：113逆转双外援以及王哲
林领衔的福建队。
本场比赛福建队动员王哲林复出，

足见是要“死磕”天津队。天津队开局
紧咬比分，但最后一分钟漏防，福建队
接连命中三记三分球，以37：24结束首
节。天津队迟迟无法打开进攻局面，以
43：58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天津队找
回手感，发起反攻。第三节打出37：16
的高潮，以80：74反超。第四节一路压
制对手，最终以117：113锁定胜局。本
场比赛，天津队6人得分上双，福建队只
有三人得分上双，高登48分、王哲林26
分、黄毅超10分。
昨天场地训练时，在主教练刘铁

的安排下，孟子凯投篮命中354次，刘
铁一直为他捡球直到他练到满意。投
篮训练今天果然见效了，孟子凯拿下

职业生涯新高的 29 分并抢下 9个篮
板。“我在场上就是稳扎稳打，做好赛前
教练布置的内容。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
孩子，为家乡球队效力的愿望非常强烈，
我就是希望自己的球队能更加强大。球
队现在处于困难时期，但是我们不会垮，
每场比赛都会付出最大努力拼到底。”
在后卫线因伤病情况“告急”时刻，

二号位林庭谦再度“客串”一号位，在积
极组织的同时，他在下半场手感爆发砍
下23分，并贡献6次助攻4次抢断。特
别是最后7.9秒的关键抢断，也彻底掐
灭了福建队反击的希望。“按照教练安排
去做，积极做好防守，出来机会敢于投
篮。今天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我们
打得非常团结，队友们都发挥了能力。”
近几天饱受肠胃炎困扰到医院输液

治疗的爱德华兹，本场比赛带病复出。
他拿到16分11篮板5助攻2抢断，篮板
球全场最高，这也是天津队在篮板球上
以57：46领先对手的重要保障。“这几天
生病非常难受，心里很着急。昨天晚上

还很不舒服，担心自己无法上场。今天
早晨起来，不发烧了，感觉好一些，就要
求上场了。当我站在赛场上，投入到比
赛中，就完全忘记了生病不舒服这件
事。在场上就是按照教练的战术要求，
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要积极防守
抢篮板。其实现在身体还是挺难受，但
很开心，我们赢了。”

赛后，主教练刘铁在更衣室黑板上写
了两个字——团结。的确，这是一场精彩
的团队篮球，全队6人得分上双，助攻30
次、抢断11次，并将失误控制在了11次。
“我们一直在提关键球的处理，今天大家
做得非常好，不再恐惧和慌乱。在阵容不
整的情况下，每个人都站出来担当，在各
个时段帮助全队前进。这是球队可喜的
进步，队员们又成长了。赛前准备详细，
场上执行力好于以往。球员是练出来的，
我在平时训练比较严，现在大家在逐渐理
解这种严。虽然目前球队处于困难时期，
但所有人都没有放弃，一直在积极努力前
行，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希望。”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有消息表
明，2021赛季中超联赛开幕时间有可
能推迟到3月下旬。受多种因素叠加
的制约，本赛季中超的赛程编排挑战
性非常大。
一切顺利的话，苏州和广州将成为

首阶段比赛的承办城市，其中，苏州赛区
将承办今年举行的超级杯赛、中超开幕
式和揭幕战。结合目前的一些实际情
况，原计划定在3月上旬的开幕日期需
要重新考虑，昨天传出的消息，新赛季中
超联赛很可能延至3月中下旬开赛，最
早也要到3月20日。其实，作出这样的
安排还要基于两点因素考虑：第一，到时
候办赛客观条件基本具备；第二，世预赛
亚洲区40强赛3月份的第7、第8轮比
赛无法进行，如果必须踢的话，上述开赛
时间还要发生变化。
亚冠东亚区小组赛4月21开战，北

京国安需要先参加一轮资格赛，时间是
4月14日。亚冠小组赛结束日期是5月
7日，按照目前规定，中超四队返回后需
要隔离观察，联赛重启最快要到5月下
旬。也就是说，上半年较为适合中超启
动的时间段只有3月下旬到4月上旬，
但究竟能够进行多少轮比赛暂时无法确
定，“筹备组”也好，中国足协竞赛部门也
罢，只能是多做预案。

今年是职业联赛管理机构正式运营
三级联赛的元年，但职业联赛理事会(名称
尚未确定）至今没有宣布成立，只以“筹备
组”的形式参与前期工作。为了解决资金
困难，广州市体育局建议由广州恒大和广
州富力协助办理中超分赛区的部分工作，
2020赛季中国足协承担了分赛区的安
保、场租和防疫等方面的费用，“筹备组”
参与职业联赛的运营之后，如何与承办城
市协调好办赛工作也很关键。

本报讯（记者 申炜）能够连续23
年在职业赛场上进球，伊布的出色状
态让人相当惊讶。凭借着他的两粒进
球，AC米兰昨天在意甲第18轮的比
赛中2：0完胜卡利亚里，积43分重返
积分榜首位。
本轮对阵卡利亚里，伊布开场7分

钟就获得了点球机会，他亲自主罚命
中。这是伊布2021年的首粒进球，意
义非常重大，从1999年到2021年，伊
布已经连续23年都有进球入账。要知
道队友迪亚斯和豪格出生于1999年，
伊布的神奇可见一斑。
比赛第52分钟，卡拉布里亚右路

斜传，伊布突入禁区凌空射门再下一
城。尽管助理裁判举旗示意伊布越位
在先，但VAR认定这粒进球有效。
这粒进球，是伊布本赛季联赛中打进
的第12球。

完胜卡利亚里
AC米兰重返榜首

托多罗维奇妻子的预产期在1月
17日左右，这些天，他一方面受腿伤困
扰无法出战，一方面担心远在家乡的妻
子生产情况，非常心焦。北京时间19日
凌晨一时，他终于等来了女儿降生、母女
平安的信息。“我已经两个晚上没有睡好
了，一直在等待消息。收到母女平安的
消息，我的手机都掉在地上了。那一刻
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音来形容，这是从
来没有过的感觉，真是太激动了，看到女
儿的照片我当时就哭了。直到现在，我
感觉还是有些不可思议。”
宝宝黑头发黑眼睛，体重9斤，身高

56厘米，确实是个“超级大宝宝”。托多
罗维奇夫妇之前为宝宝起的名字是
IRIS，是希腊神话中的彩虹女神，大家
都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如今，他们又
决定了一个新名字——Darija。“宝宝长
得和我很像，而且是个大个子，以后也可
以打球了。”妻子女儿都远在欧洲，托多
罗维奇非常想念她们，他非常想抱一抱女
儿，可是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简单的

事情，对他却只能是心愿。毕竟处于赛季
中，他只能等待。“今天一边看比赛，一边
通过视频看女儿，真是双喜临门。真是
太开心了，我在房间把音乐声调大庆祝，
旁边球队的球员让我小点声音。”说这些
时，托多罗维奇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是托多罗维奇的第一个孩子，他非
常喜欢女儿，此刻称心如意。他说，目标
是打算生5个孩子。对于女人来说，孕期
和生产是人生中最特殊的时期，非常需
要丈夫的陪伴。然而，在妻子怀孕期间，
托多罗维奇已经来到中国开始隔离、办
理相关手续，征战CBA联赛。“女人怀孕
期间非常不容易，又是赶上疫情的特殊
时期。不能陪伴在她身边，我确实感觉
很愧疚。不过，我的妻子非常乐观，也非
常支持理解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为了利
于生宝宝，她每天坚持散步8公里。我
非常惦记和想念她，我们每天都会视频
聊很久。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一位英雄。”

本报记者苏娅辉文/摄
（本报诸暨1月19日电）

大外援托多罗维奇喜得爱女对于天津男篮大外援托多罗维奇
来说，昨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
凌晨，他的女儿降生。下午，球队赢
球。他说，真是完美的一天。接过球
队领队李彬准备的虎头帽、虎头鞋以
及中式棉服，托多罗维奇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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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娘惹》第 2、3
集 陈老太对美玉颇有好
感，有意让她当陈家媳妇，
陈盛知道后大力反对，说
他对美玉没有“感觉”，并
坦言他想娶的是菊香，美
玉暗中听见，又妒又恨。
查理张对菊香念念不忘，
遣人上门提亲，要娶菊香
当填房，天兰反对，黄元暂
时按下……

天津卫视19:30
■《远方的山楂树》第

22—24集彭天翼继续进
行除虫的工作，终于等来
了那云花的证实材料。彭
天翼带着证据找到许盼
生。彭天翼质问许盼生为
什么卡着蒋欣童不让她回
城，许盼生对这个问题不
屑一顾，他根本就没把彭
天翼放在眼里……

天视2套 18:25
■《飞虎队》第 18—

21集 田六子夜闯高敬斋
家偷枪，被张彪抓住。高
敬斋欲拉拢田六子加入他
的民团，被其拒绝。僵持
之间，李九闯入，带走田六
子，问明原委，原来田六子
去高家偷枪是为了找情敌
彭亮拼命。李九埋怨田六
子没本事看住妹妹梅妮，
反被彭亮截胡，要他动脑
筋设法拆散两人……

天视3套 19:20
■《憨妻的都市日记》

第 10、11集 金多宝被领
到后勤部，主管于姐向她
交代了工作，让她立即从
整理储藏室开始。金多宝
环视着乱得像刚被打劫过
的储藏室，深呼吸了一口
气。董芸来检查金多宝的
工作，见她还穿着自己那
套职业装，十分扎眼……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今天案

子的原告刘女士，她的母
亲突发心脏病，刘女士的
父亲立即拨打 120 救护
车。可是居然过了近两个
小时救护车才缓缓赶到，
刘女士的母亲最终没能等
到救护车赶来，便撒手人
寰。刘女士认为，救护车
从出发地点到他们家也就
15分钟的车程，是救护车
延误，导致母亲丧失了抢救
的机会，于是将当地的急救
管理中心告上了法庭，为母
亲讨公道。

天视6套 18:00

■《模唱大师秀》新年
伊始，“模王”争霸赛半决
赛也将火热开锣。这16
位选手将通过京剧分组赛
和地方戏分组赛，争夺进
入决赛的4个名额。我们
的“大模王”也逐步露出真
面目。本期节目为您带来
地方戏分组赛第一场。

天视2套 20:45

进行狱中斗争
“‘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

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
适，与中夏、秋白他们一起把那里的
革命火焰燃烧起来！”陈独秀对恽代
英寄予极大希望，如此鼓励道。

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
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
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
与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其后
又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
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
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因蒋桂战争爆发
未果。

然而当1930年春恽代英再度回
到上海时，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
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降至沪东区
委书记。

就在这年5月6日那天，身穿长
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
包传单，到杨树浦韬朋路(今通北路)
老怡和纱厂门口与那里的地下党员
接头。不料此时突遇巡捕搜查。一
代青年革命领袖恽代英，因为深度近
视，那天又为了不被人发现而没戴眼
镜，待巡捕走到他跟前时，已经躲避
不及。恽代英当时迅速地做了一件
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
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
海、在敌人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中
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
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
指挥……更不用说他在街头、工厂和
夜校演讲时有多少人见过他！

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
识破。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监狱里的他，任凭敌人重刑拷打，皆没有
暴露身份，于是最后仅以携带传单“企图
煽动集会”罪名被判五年。在监狱里，恽
代英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
身份鼓动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
高吟的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革
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
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
火线上捕来……

囚徒，不是囚徒，是俘虏！
凭它怎么样虐待，热血仍旧是在沸腾……
我们并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

铁壁和铜墙，手铐和脚镣锁得住我们的
身，锁不住我们的心……

这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
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
委员。

恽代英后被押送到南京军事监狱，许
多难友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后，
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
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力量而被感动，也没
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
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力营救，争取提前
释放。

杨灯罩儿又打新主意
当时这小碗是二十块大洋出手

的，杨灯罩儿一分没敢动，都在这儿，
请转交给白爷，现在没这胆子，等日
后有机会，再去给白爷当面赔罪。

三帮子也知道，这事儿白爷已跟
多老板说开了，这才答应杨灯罩儿。

杨灯罩儿经了这一场事，躲在
家里想了几天。

要吃饭自然得赚钱，要赚钱，就还得
有一门手艺。但手艺跟手艺也不一样。
蜡头儿胡同的人都有手艺，王麻秆儿刨
鸡毛掸子是手艺，马六儿打帘子是手艺，
牛老瘪卖拔火罐儿也是手艺。可这些手
艺说来说去都只是笨手艺，吃工夫，还费
劲，累死累活也不一定能赚着钱。杨灯
罩儿发现，倒是尚先生卖神祃儿，这事儿
简单，也容易，还不用太费劲，况且这神
祃儿的利虽不大，但本钱也小，就是真赔
也赔不到哪儿去。一天下午，杨灯罩儿
就来到胡同口。尚先生正给一个女人代
写书信，杨灯罩儿在旁边等了一会儿，见
尚先生把这女人打发走了，才过来说，锅
店街上新有一家小馆儿，是绍兴人开的，
听说黄酒都是从南边儿运过来的，味儿
挺好，哪天请尚先生去喝一壶“花雕”。
尚先生一听就笑了，放下笔说，别说请我
喝“花雕”，我在街上说了，这辈子，能吃
你一碗嘎巴菜，死了都值。

杨灯罩儿一听咧了咧嘴，你们读
书人，说话太损。尚先生说，说吧，嘛
事儿？杨灯罩儿当然不能直接问，就
绕了一个弯子说，有个朋友，想打听你
这神祃儿。

尚先生已经听说了，杨灯罩儿前些

天因为做小路货的生意，把北门里一个叫
白爷的人惹了，让人家找到家里来，堵着门
找他要赃物。最后好说歹说才总算把这
事混过去。这时一听就明白了，杨灯罩儿
是又要打这神祃儿的主意。但尚先生是
厚道人。卖神祃儿不像卖别的东西，还别
说这北门外的侯家后，可着城里的东西南
北四条街，一直到南门外的南市，不光逢年
过节，就是平常日子，家家也都得用神祃
儿，所以这街上再多十个八个卖神祃儿的
也不算多。杨灯罩儿没个正经事，整天在
胡同出来进去地闲逛，用街上的话说就是
个“乌了尤儿”，他要真有心思做这神祃儿
的生意，也是好事，总比闲着没事扯淡强。

这么一想，也就把这神祃儿的事给
他讲了。

杨灯罩儿这才知道，这神祃儿看着简
单，敢情水也挺深。神祃儿是河北内丘的
最好，也最正宗，叫“神灵祃儿”。但内丘道
儿远，上货跑一趟，来回得五六天，且货上
多了一时卖不出去，压在手里压不起，上少
了跑一趟又不值。这回杨灯罩儿真下功夫
了，往内丘去了一趟，在那儿呆了两天，觉
着把这“神灵祃儿”的门道都看明白了，回
来就在家里照猫画虎。这么干，当然不是
真打算这样干下去，只想试一试，倘这条道
儿走得通，以后可以雇人画。

20 17 经历风暴
三个人向国旗敬礼，高唱国歌。
升旗仪式结束后，王继才激动

地说：“咱们后继有人啦!”
王志国在“开山岛小学”学习了

两年，他已经7岁了。为了能让他有
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一个能与外
界接触沟通的生活环境，王继才夫
妻俩决定让王志国下岛到燕尾港镇
小学读书。岛上长期只有他们一家
人，志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因此下了
岛他怕见生人，胆小怯懦，对新环境有
些不习惯，但他在学习方面却适应得
不错。一开始王志国上课精神总是不
集中，老师问他：“你怎么了?”他说：

“这些我都学过了，是老师妈妈教的。”
老师感到很诧异。

长大成人后的王志国非常感谢当
过自己老师的母亲，是她帮他打下扎
实的基础，让他受用一辈子。

风暴与台风不是一回事，中央电
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播出后，接下
来是《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就有海洋
天气预报，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
的海洋气象报告“一股强热带风暴从
菲律宾以东的海面生成，以每小时一
百海里的速度，进入我国南海海面，继
续向东北移动，进入黄海海面……”

海洋风暴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猛然袭来，瞬间乌云翻滚，
天昏地暗，有时还裹挟着不知
从什么地方卷起的屋顶、苫
布、芦席，呼啸着在天上飞舞，
大海在风暴的袭击下掀起了
滔天巨浪，疯狂地砸向小岛。

风暴的强势似乎是要摧毁一切。
风暴常常连续刮十几天。有一次，王

继才夫妇俩被圈在屋里，燕尾港三百多艘
渔船出不了海，供给跟不上了，他们只能
干着急。一般情况下，粮食和煤都有足够
的储备，可是偏巧就在煤只够用十天半月
的时候风暴猛然来袭，而且这狂风一刮就
是十几天。

煤无论怎么省着烧，终究还是用完
了，没有煤就做不了饭，烧不成开水。他
们用的淡水是雨水，必须烧开来喝，最后
这些天，他们只能用雨水泡米吃了。

煤用完了，王继才的香烟也都抽完
了，岛上的烟火都没了。没了烟火，孤岛
就没了生气。王继才自打上岛就学会了
抽烟，由于开始就吸入量大，起点高，后
来就减不下来了，平均一天得抽两三包
烟，香烟成了他逢船必带、不可或缺的

“精神食粮”。没烟抽的王继才就没了精
神，甚至坐立不安。后来王仕花在墙角
发现一个烟头，如获至宝。王继才拿到

先是使劲闻了闻，然后就和干菜
叶子混合在一起卷成烟卷，贪婪
地大吸一口。于是，他们就从犄
角旮旯里到处找烟头，这令人不
由得想起“宁舍二亩地，不舍好烟
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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