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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馨馨姐的交代，才知道他是真的
馋酒。走出半条街之后我方瞪住他，
有点生气地说：你的身体状况决定了
你不能喝白酒，你知道吗？何况是这
种别人喝剩下的劣质酒？他挺尴尬，
也很不高兴，讪讪地头前走了。从这
之后，我才晓得他馋酒的程度，才对
限制他喝酒的事重视了起来，连买炒
菜的料酒也小心保存在有锁的厨柜
里。
有一天早上，我去给

他量血压时，忽然闻到了
一股很浓的酒味，心里有
些奇怪，大清早的，酒味
是从哪里来的？仔细一
闻，原来是由他嘴里出来
的，我立时问：你喝酒了？他
先是急忙摇头，见我搜起
来，才慌忙去被子底下摸出
了一瓶酒，低声说：这是我
昨天自己买的，你不能拿
走！我很生气地叫：你本来
就不能喝酒，更不该在早上
喝酒。早酒晚茶，是高龄人的大忌，你不
懂吗？我这一叫，被馨馨姐听见了，她跑
进来，不由分说就从她爸手上夺走了酒
瓶。萧伯伯很不高兴，生气地瞪我一眼
低声道：就你这个人多事！又没有花你
的钱，你就不能装着没看见？拿钱不多，
管事不少呀？！
我假装没有听见就出了门，未理

会他。随着朝夕相处，他对我的态度
已有所转变，大概心里也知道我是真
心为他好。
他唯一对我满意的是我的做饭

本领，他老家是陕西渭南，习惯吃面
食，尤其喜欢吃面条，这一点与我们
南阳人的饮食习惯很近似。我从小跟

娘学会了擀面条，手擀面擀得特别筋
道，不管是做炝锅面还是做打卤面，
都好吃。他吃了一顿我手擀的炝锅面
之后，第一次对我点点头夸了一句：嗯，
这个面嘛，你做得还算可以……
萧伯伯的作息比较规律，每天上午
吃了早饭，通常要先在书桌前坐两个小
时，有时是读有时是写，之后再出去散
步打拳。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年纪，这种
安排不太合适，于是就向他建议：萧伯

伯，你饭后先小坐 20分钟，
之后出去散步、锻炼，然后
再回来伏案读写。未料他一
听，很不高兴地拉下了脸
道：我的事你别管这么细！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在准
备写书哩！我在职时是一名
法官。退休后我要成为一名
法学家，法学家你懂吗？当
法学家首先得有著作，我起
码要写三本书，才有可能被
世人称为法学家，你明白？！
估计你也听不明白！我的时

间宝贵，你懂吗？
为何一定要当法学家？我确实不

懂这个。
呵呵，他笑了，说：需要给你普及

的东西太多，给你说简单的吧，法官
这个职务随着我的退休很快就被收
走了，而法学家这个头衔将伴随我的
终生；甚至我死后，成为法学家的我，
名字还会被人们长久地记住。
我点头表示明白：当法学家能被

人们长久地记住名字。
这是人生价值的证明。他进一步

向我解释。
明日关注：我问他想写哪三本

书，他顿时兴奋起来，一反平日严肃

如果能早一点检查，早一点治疗，
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天夜里，赵治平召开了一个家

庭会议。主要议题是谁来照顾腾飞妈
妈，赵腾飞的姨妈和姑妈纷纷表态，愿
意放下工作来照顾。一场突如其来的
疾病把这个大家庭的所有人都团结在
一起。
我看大家都别争了，这不是一天

两天的事，得想个长远的办法。暂时先
轮流排班伺候，过段时间雇个专职保
姆吧。赵治平说。
赵腾飞坐在角落里，

一言不发，亲戚们的每一
次表态都刺激着他。他知
道这个时候，最应该站出
来的是他。回到邑城，回到
妈妈身边，一个声音在他
内心不断呼唤。
还是我回来吧！赵腾

飞服从了内心的呼唤，他
向家人宣布了自己的决
定。
前些年，我们让你回

来，是担心你在外面过不好，现在你事
业上有了起色，就不要来回折腾了。赵
修齐并不知道儿子工作上的失意。
叔叔，我回邑城的话，能干点啥？

赵腾飞没理会爸爸的话。
当然是做公务员，做公务员是最

受人尊敬的。你已经三十三了，现在回
来确实有点晚，你的同龄人都已经走
上了领导岗位。不过，只要你愿意回
来，就还来得及。赵治平说。
亲戚们都为赵腾飞的决定感到欣

喜。现在赵腾飞要回来了，他很快会成
长起来，成为他们新的靠山。
腾飞，叔叔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

个艰难的决定。但这是一个男子汉应

该做的决定。回来吧，不只你妈妈需要
你，叔叔也需要你，咱们全家人都需要
你。你先回去和佟心商量一下，决定好
了尽快告诉我，赵治平满含期待地说。
火车在平原上飞驰，他开始有些

犹豫。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有些冲动？他
想起高中班主任的话：你们别无选择，
只有努力读书，才能考上大学，才能走
出我们这个小县城。走不出去，你们就
只能在这小地方混一辈子。他听从了
老师的教诲，考上了大学，在都城找到

了工作，买了大房子。现在
又要回去，回到那个他曾
经生活过的小县城。那么，
他这些年的奋斗有什么意
义呢？
每当他思考人生的时

候，就会想起爸爸在酒桌
上的样子：他面带微笑，与
生俱来的微笑，不带任何
修饰。语速缓慢而流畅，每
一句话都在心里拿捏过很
多遍，说出来的时候却很
自然。敬酒时，爸爸会伸长

脖子，欠着身子，捏着一只小酒杯走到
别人面前。从他懂事起，爸爸就经常带
他去参加各种家庭聚会，教他如何敬
酒，如何在酒桌上说话，如何观察别人
的脸色。他像道具一样，被爸爸拉到酒
桌上摆弄。他痛恨这样的饭局，爸爸却
乐此不彼。
爸爸还有另一幅面孔：下班回来，

把公文包挂在门后，换上拖鞋，然后在
那只发亮的藤椅上躺下。从他记事起
那只藤椅就一直摆在客厅里，爸爸身
上的汗渍已经把它浸润得油光发亮。

明日关注：客厅里总是弥漫着一
种怪怪的味道，是爸爸身上的酒味和
袜子上的臭味。

《春困》
作者：张五毛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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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杜金城
图/半岛全媒体记者 何毅

经历了几几个个月月的等待，新赛季中甲
联赛于3月10日拉开大幕。青岛黄海队
首轮的比赛于11日15：30分开打。届
时，黄海队将在主场国信体育场对阵大
连超越。此前两个赛季与中超擦肩而过
的黄海队本赛季信心满满，而打好赛季
首战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黄海队按照惯例在赛前一天的上午

到国信体育场进行了适应场地训练，教
练员和队员都对即将开打的新赛季充满
期待。尽管主力阵容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但黄海队的整体打法没有变。地面配合、
快速传切、层层推进，这也是乔迪用两个
赛季为球队打造的基础。在结束训练后，
乔迪参加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他首先
谈到了即将开始的新赛季，他说：“新的
赛季会充满很多变变数数。我们的球队今年

引入了许多新球员，这些新加盟的球员
在实力方面会更强，这也让球队的整体
水平有了不断的提升”。
大连超越不算是联盟强队，上赛季还

在保级行列。值得一提的是，超越从升入
中甲联赛后四次和黄海队交手全部败北。
面对手下败将，乔迪还是保持了应有的冷
静。他在赛前不断提醒队员们要提防对手
的反击。“对手是一支很努力的球队，如果
我们没有拿出百分之百的状态，对手是会
给我们制造很大困难的。通过对对手的了
解，首先我们必须要做好防守，并且拿出
百分之百的状态和百分之百的强度，才
能踢好这场比赛。”乔迪严肃地说道。
大连超越这赛季引援还算比较成

功，尤其是外援方面，他们将曾在青岛踢
过球的伊科拉招入阵中，又挖来了巴西
前锋拉斐尔。据介绍，这名巴西前锋个人
能力很强。这就给黄海后防线带来了不
小考验，要知道，黄海本赛季变动最大的

位置就是后防线。在放走了马蒂、范凌
江、徐友刚三名后防主力后，黄海新赛季
的防线必须重新调配。乔迪在赛前也谈
到了后防线的变化，“我们是在冬训最后
阶段签到了殷亚吉这名后防球员，本赛
季会充满很多未知性，特别是整个联赛
的内外援政策都有所改变，相信很少有
球队会把外援的名额放在后防线上，而
国内球员组成的后防线就会显得更加重
要。国内本土球员组成的后防线会直接
对抗由外援组成的锋线，但是我很信任
我们球队的后防线。”
黄海队新赛季的赛程直到开赛前三

四天的时候才出炉，在新闻发布会上也
有记者提到新赛季球队的赛程前半程主
场多，后半程客场多的问题，对此乔迪表
示：“这个赛程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这
也正是很多不确定的地方，但是我们没
有办法去改变，只会更加努力更加积极
面对这个赛季。“

□半岛全媒体记者 邢成博

105:108！虽然分差仅仅有三分，但
是火箭还是结束了17连胜！北京时间
3月10日，火箭在客场不敌猛龙，虽说
没有创造更长的连胜纪录很可惜，但
是客观来讲，火箭这场输得并不冤。
火箭本场比赛的对手猛龙是东
部第一，在东部骑士换了大部分阵
容，努力向前挤排名，且凯尔特人异
军突起的情况下，猛龙依旧稳坐东
部榜首。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猛龙是
全联盟攻防效率全部排在所有球队
中前三名的，他们的净胜分也是排
在全联盟前三的。
一个是西部第一，一个是东部

老大，按中国的老话，高手过招唯快
不破！可是火箭偏偏没有体会到这
句话的精髓，首节比赛他们并没有
找到状态，用了很长时间去热身，让
猛龙抓住机会打出一波14：4的高
潮。火箭全队只有阿里扎在首节力
挽狂澜，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客观
分析，首节比赛16:32失利也是火箭
奠定败局的最关键原因。但在临终
哨响之前，火箭落后三分，留给他们
的时间仅有一次进攻机会，然后哈
登三分线外出手未能投进，最终火
箭105：108输掉比赛。
与其说火箭输给了猛龙，不如说

他们输给了自己。首先，连胜包袱对
他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无论媒体还
是球迷，22连胜或23连胜的呼声都非
常高，即便哈登等人说不在乎这个问
题，但多多少少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
一些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这场失利
未必是坏事，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火
箭心态会更好。而且常规赛多犯一些
错误，也能让火箭清醒清醒多一些教
训，给季后赛积攒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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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的对手是“自己”

王王栋栋在在训训练练中中。。


	A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