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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触鲸？没有隐私和洁癖的
航行
昨天夜里，船体的一声轰然巨响，

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凌晨约1点30分左右，船速在25

节的高速行进中，突然船体发出一声
刺耳闷响，船速瞬间几乎停下来，船高
速行驶中发出的有规律节奏，瞬间变
成船舱内外大家慌乱的脚步和大声的
嘶喊。伊恩大叫穿上救生服，并做好
Mayday呼叫的准备（船要沉时等最紧
急情况的求救呼叫）。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排查
和观察，船体似乎没有漏水的
迹象。伊恩最终解除了最高等
级的安防措施，重新回到比赛
中。在茫茫黑夜的大海中要确
定船底受损的情况几乎是不
可能的，能让一条14吨的船
加11个壮汉从25节的高速停
下来，一定不是简单的东西，
很可能是一条鲸鱼！
这次经历也使我更加注
意：睡觉的姿势一定要脑袋
朝船尾的方向，其必要性就像我们坐车
系上安全带一样重要。
电脑充电的问题总算找到一个临时
补救的办法：用逆变器转换成220V电
压，用备份的苹果电脑交流充电器。虽然
耗电多，但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些备用的
东西，出发之前都要想周全。船上各种维
修维护的工具一应俱全：单是补帆的材
料和工具，就专门有一个大旅行防水袋。
甚至在一个防水防震的箱子里，还放着
一台沉甸甸的电动缝纫机。
这台缝纫机昨天就派上了用场，

一早船头在一次快速冲浪中钻入浪
里，造成A6球帆被撕成两半，船舱里

狭小的空间临时变成一个补帆车间，
缝缝补补用了Phil大半天时间，傍晚，
修补好的A6帆又升起在了前甲板上。
持续的强风已是第四天了，剧烈

的颠簸，给做每件事都增加了难度。
在沃尔沃比赛的帆船上，人是不能

有洁癖的。休息的时候都睡在迎风一侧
的类似担架的简易帆布床上，每侧有六
个床位，不可能同时睡觉，因为大家要分
组值班，也不可能两侧都有人睡觉，因为
船总会向一边倾斜。

除了作为媒体船员的
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单独
占有使用一个床位外，其
余 5个床位供不值班的船
员休息使用，伊恩和领航
员 Ian Moore合用一个床
位，可谓大家不同床但共
床，不同枕但共枕。
大风对我最大的麻烦

是在电脑前的工作，船上下
左右不规则地摆动，眼睛要
盯住屏幕上的目标点已经非
常不容易，手在键盘上随时

有可能被晃动错位，且没有固定的办公
位置，船舱里的情况随帆和各种箱子的
挪动而不断变化，倾斜的船舱一般不允
许坐在船舱中部的媒体桌上工作，捧着
电脑，时而坐在迎风一侧湿漉漉的帆袋
上，时而趴在床铺上，还要防备天花板上
随时可能漏下来的致命海水。
到今天晚上，离终点还有 870海

里，对“绿蛟龙号”来讲，除了“爱立信4号”
和“彪马队”在前领跑外，中间的几个队位
置相当接近，利用气象选择怎样的线路，是
伊恩考虑最多的，时间越来越少，允许
犯错误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明日关注：即将到达开普敦。

《一个男人的海洋——— 中国船长郭川的航海故事》
作者：许晨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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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得县委大院里头，小四叫我等
她，在一片枞树林里。
看那小四整顿行头，往里头走

去，里头一栋五层楼高的院子，马县
长住在那里头，我姑爸也住在那里
头。娇娇也住那里头。
娇娇来了。
脸有点宽了，身体也有点宽了，折

叠裙子，娇小的身材也有修长感觉。
我问娇娇：“一女人家的半夜三

更出来做么子？”
娇娇说：“倒垃圾。”
她手里果然拎着一

灰斗，垃圾桶就是枞树林
里一废弃的货车车厢。
我隔那垃圾也不远，

真的也不远了。
娇娇说：“刘相公，你

好贱。”
我说：“这是你一直

以来对我的印象。”
娇娇说：“刚才我看

见赵家妹子了，在这里看
见你，也不意外，你真的
好贱，跟在她屁股后面。”
我说：“那怎么办，你又不让我跟。”
娇娇叹气：“你那挂羊头卖狗肉

的研究生考得么子样了？”
我避开这个恼人的话题，指指额头
上的汗水，拍一拍身上叮咬的蚊子，说：
“娇娇，你的选择是对的，瞧瞧我们这样
的人，为着个调动，要多贱有多贱，半夜
三更地在月光下站白地，去看人脸色。”
娇娇抢话：“你最好去看卷子的

脸色，去看导师的脸色，那才是你的
正经事儿，你千看万看，怎么去看那
个赵四的脸色了，她就是一粒渣。”
我说：“我也是一粒渣呀。”

娇娇着急：“刘相公，你怎么能这
么看低自己呢？”
我说：“我真的就是一粒渣，在师

专的时候，觉得自己蛮像那么一回
事，演讲、写作、辩论，都顶呱呱，我现
今晓得了，你的才能跟你的地位半根
葱的关系都没有。”
娇娇笑：“你还给自己的贱找道

理了。”
娇娇问：“去不去我家坐坐？”
我连连摆手：“不敢。”

娇娇又笑：“你是不
屑。”娇娇走了十来步，忽
然回头，骂我一句：“贱。”
那个贱字，从她嘴唇

里出来，特别有味。
我忽然想起一事，问：

“娇娇，你今天化的什么
妆，怎么脸上有块青的？”
“撞的。”娇娇不回头。
半个钟头后，小四出

来，四下里看，我推着单车
从枞树林里出来，问：“事
情怎样？”

我以为小四要谦虚一番的，不想
她点头对我说：“应该有把握。”
“你还调动吗？”小四转头问我。
“老子不稀罕这个把戏。”
本来想托出王敬尧答应的事情

的，但稍稍一想，觉得低俗不堪，岂是
我刘某所为，便闭嘴了。
“那你要快点考上，下面的地方蛮
耽误人的，洪永余，姚卫平一晃就三十
岁了，你不要像他们那样子走下去。”
“谢谢赵老师心里头还关心我。”
明日关注：我心里苍凉，指着没

有路标的前方问：“小四，我们还能走
多远呢？”

□半岛全媒体记者 邢成博

“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与马
加特先生合同到期，经友好协商，双方
不再续约……衷心感谢马加特先生为
球队的辛勤付出，并衷心祝愿马加特
先生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一切顺利。”
12月1日中午，山东鲁能在官方微博上
公布马加特离队的消息。与此同时，鲁
能也官宣将由俱乐部副总经理李霄鹏
担任主教练，带领球队征战新的赛季；
由郝伟担任技术总监，兼任主教练助
理职务。在经过了多年的洋帅时代后，
鲁能回归了土帅带队的模式，青岛人
李霄鹏如何带领鲁能前进值得期待。

德国人不能带队飞得更高

事实上关于鲁能要换帅的说法由
来已久，在中超最后一轮结束后，马加
特没有安排冬训，而是离开了中国，这
期间他几乎没有露面，也没有接受任
何采访。为何鲁能要挥别马加特，一切
还要从头说起。在2016赛季鲁能
处在降级边缘时，为了保级请来
马加特，作为一名重视体能和防
守的教练，马加特用高强度训练
帮助鲁能摘掉了“步行者”的帽
子，最终保级成功。2017赛季
马加特的魔鬼训练继续发威，
一度让鲁能超越恒大登顶中
超，但是随着比赛的推进，马加
特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他相对保守和
单一，虽然改变了鲁能后防带坑的属

性，但是始终没在锋线上培养出合适
的组合，各队对鲁能的反击及边路传
中战术找到解决办法后，马加特并没
有及时在进攻端作出改变。而且作为
中超青训营的鲁能在马加特麾下整个
赛季都没有亮眼的新人，还不如华夏、
权健等对新人的挖掘使用。从第六的
排名来看马加特没有大错，但是鲁能
高层认定马加特救火属性不适合带球
队走上更高平台，因此合同到期不续
约，和平分手成了最佳选择。

鲁能名宿人脉强经验稍弱

李霄鹏执掌教鞭的优势是显而
易见的。首先，李霄鹏对中超、对鲁能
更熟悉，对于球员能力，尤其是年轻球
员的能力认识更清晰，无障碍的沟通
更能激发球员。比如2016赛季保级阶
段淋雨激励球员，本赛季关键战在助
教席加油打气的画面，那种和球员心
心相系的联系不是外教能做到的；其
次，李霄鹏职业生涯12年一直效力于
鲁能，鲁能名宿的身份足够威严，不会
出现有人不服从管理的情况。而且李
霄鹏一向善于为人处世，又在鲁能管
理层当副总，在球员和管理层沟通上
会起到非常顺畅的润滑剂作用。
至于劣势，球迷的疑问大多集中在
李霄鹏的执教经历上，诚然，他当年在
女足和青岛中能有过执教经历，但是在
中超层面的执教经历欠缺。背负着太多
希冀的李霄鹏如何向球迷证明自己的
价值，一切要看鲁能下赛季的表现。

鲁能昨日官宣不再续约马加特，回归土帅路线李霄鹏接帅印

李李霄霄鹏鹏担担任任鲁鲁能能主主教教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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