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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14 届欧洲杯由
波兰和乌克兰合办， 最终西班
牙蝉联冠军， 并追平了德国三
次捧杯的纪录。 可是这届欧洲
杯最出彩的球员并不是来自冠
军西班牙， 而是出自亚军意大
利， 他就是“蓝衣军团” 的当
家前锋巴洛特利， 其出色的表
现固然给人以惊艳之感， 但他
最出名的还是首战对西班牙的

“思考人生”。
C 组意大利对阵西班牙的

首战在波兰的波兹南打响， 下
半时开场不久， 巴洛特利以一
次漂亮的前场推断， 形成单刀
赴会之势， 由于相距较远回追
补防的西班牙后卫拉莫斯正常
状态下是追不上了， 他也仅是
尽人事而已， 但出人意料的一
幕出现了———与对方门将一对
一的巴洛特利突然莫名其妙地
放慢了推进速度， 最终几近停
顿， 对追上来的拉莫斯浑然不
觉， 被后者先出一脚将球破坏。
巴洛特利这种关键时刻突然走
神， 近似梦游的状态， 是主教
练普兰德利难以容忍的， 于是
在第 57 分钟他以迪纳塔莱将巴
洛特利换下， 后者上阵才 3 分
钟就替意大利率先破门。 这戏
剧性的一幕成了本届欧洲杯的
一大亮点， 也被戏称为巴洛特
利“思考人生”。

当时巴洛特利还不满 22
岁， 在两年前以 2800 万欧元的
高价从国际米兰转会到当时的
英超新贵曼城， 并以 16 个进球
帮助新东家夺得英超冠军。 不
过他在英超赛场展现惊人足球
天赋的同时， 其乖张、 任性 、
巨婴般的性格也展露无遗， 于
是他又有了“巴神” 的绰号 。

例如， 巴神的母亲叫他买清洁
用品， 数小时后， 他带了一辆
大卡车回来， 上面装了两辆摩
托车， 还有一个蹦蹦床， 但就
是没有清洁用品； 他在浴室内
玩焰火 ， 竟然将房子烧着了，
弄得消防队员灭火后还好奇 ，

“在浴室玩什么， 能把房子给烧
了？”

正因有众多“前科”， 巴洛
特利是一个让教练又爱又恨的

“问题天才” 。 当巴洛特利不
“思考人生” 之时， 他的能力是
惊人的。 小组赛最后一战对阵
爱尔兰， 他以一个近似于“倒
挂金钩” 高难度进球， 替意大
利杀死了比赛。 对阵德国的半
决赛， 他梅开二度， 几乎是以
一己之力杀死比赛。 赛后， 这
位加纳的弃婴表态， 将两个进
球献给自己的意大利养母， 当
他冲上看台与母亲拥抱之时，
那表情真诚得像个孩子。

遗憾的是决赛意大利与西
班牙交手之时 ， 巴洛特利又

“思考人生” 了， 最终“斗牛
士” 以 4 比 0 完胜。 最终， 那
届欧洲杯共有巴洛特利、 托雷
斯、 戈麦斯、 扎戈耶夫、 曼祖
基奇和 C 罗共 6 人同是进 3
球， 最终托雷斯以多一次助攻
捧得最佳射手“金靴奖”。 不过
这六名前锋射手被选入那届欧
洲杯最佳阵容却只有巴洛特利
和 C 罗， 托雷斯却名落孙山。

作为那届欧洲杯的正式持
证记者， 本人在决赛前的踩场
训练和赛后两次近距离接触过
巴洛特利， 只有近距离才能感
受到这名意大利前锋金刚下凡
一般的完美身材 ， 身高 1 米
89、 体重 88 公斤 ， 高大 、 强
壮 ， 力量、 速度都非常出色，
堪称罕见。 如果仅论身体条件，
马拉多纳与巴洛特利相比， 不
过是歪瓜裂枣， C 罗也稍逊一
筹。 可是巴洛特利在足球领域
所达到的高度， 与马拉多纳和
C 罗相比差得很远， 原因是他
经常“思考人生”。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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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羽联昨晚宣布，原定
于5月16日至24日在丹麦举
行的 2020年汤尤杯延 期 举
行，比赛时间推迟到东京奥运
会结束一周后，也即8月15日
至23日举行。 如果东京奥运
会如期举行，那么汤尤杯的这
个时间设置无论从球员状态
或是对观众的吸引力上看都
颇为尴尬。

2020年汤尤杯赛抽签仪
式原定于3月18日在丹麦奥
胡斯举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丹麦羽协本月中宣布把公
开人工抽签仪式改为非人员
聚集的电脑抽签仪式，但随着
疫情形势升级，汤尤杯抽签仪
式最终宣布取消，汤尤杯能否
如期进行也成为世界羽联的
议题。由于距离汤尤杯开赛仅
余不足两个月时间，不少国家
和地区的羽毛球协会都希望
世界羽联早做决定。

昨天深夜，世界羽联终于

宣布汤尤杯延期举行，但新的
开赛时间定在8月15日，距离
8月9日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仅
六天，意味着如果东京奥运会
如期举行，各协会运动员在为
奥运会拼尽全力后，紧绷的弦
仍不能放松，又得接着拼搏汤
尤杯，这对球员的状态调整并
不利。而且观众在欣赏完奥运
会这道饕餮大餐后，汤尤杯还
有多少吸引力，也要打上一个
问号。

另外， 按照原来的计划，
汤尤杯虽然不是奥运积分赛
中的一站，但球员在汤尤杯获
得的积分将纳入奥运会种子
积分排名中，一旦汤尤杯改为
在奥运会之后举行，那么汤尤
杯将对奥运会不产生任何影
响。

除了宣布汤尤杯延期外，
世界羽联昨天也宣布亚锦赛
暂停举行。原本亚锦赛举办地
是武汉，受疫情影响，亚羽联

2月宣布亚锦赛移师菲律宾马
尼拉举行，但近日菲律宾羽协
向亚羽联提交了不能继续举
办亚锦赛的申请，虽然其后马
尔代夫和中国澳门都表示有
兴趣承办亚锦赛，但亚羽联最
终还是决定暂停举办这项赛
事，这也得到了世界羽联的确
认。亚洲羽联主席安东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在目前的情况
下，我们不能让外界认为我们
羽毛球协会仍在自私地组织
比赛，这是我向世界羽联传达
的信息。 ”

由于亚锦赛是奥运积分
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加上此前
多站奥运积分赛被取消或延
期，羽毛球奥运积分赛延期的
可能性很大。日本羽毛球队总
教练朴柱奉日前接受采访时
便透露，原定4月26日结束的
奥运会积分赛，有可能延长到
6月， 以印尼公开赛作为最后
一站。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昨晚国际乒联突然宣布，鉴
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严
峻局势， 决定延期举办原定于5
月5日-10日在香港举行的中国
香港公开赛以及原定于5月12日
-17日在深圳举行的中国公开
赛，具体举办时间待定。

国际乒联表示，从保证球员、
工作人员和球迷健康和安全的角
度出发，做出延期赛事举办的决
定。 国际乒联正与中国香港乒乓
球协会及中国乒乓球协会积极沟
通， 为赛事寻找合适的举办时
间，同时密切关注局势，将在掌
握更多消息后提供进一步的情况
说明。

本周一， 国际乒联在召开紧
急会议后曾表示， 将于3月29日
再次举行会议， 研究最新局势并
确认是否需要继续延期举办赛事
及活动。 但仅不到一周时间，国
际乒联就于昨晚宣布了中国香港
公开赛和中国公开赛延期举办的
决定。

随着这两站的延期 ，5月份
将没有任何一站公开赛举行。 加
上4月底前国际乒联的所有赛事
暂停， 且此前原定于6月份举行
的韩国公开赛和澳大利亚公开赛
延期， 这意味着， 如果目前暂定
于6月21日至28日举行的釜山团
体世乒赛不再次延期的话， 国乒

在世乒赛前将没有任何大型国际
赛事可以参加， 将直接站上世乒
赛的赛场。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世
乒赛再次延期的可能性极大，国
际乒联也正和韩国乒协研究制定
将赛事延期至2020年底举行的备
选方案。 如果世乒赛也延期的话，
而东京奥运会不延期或者取消，
那么国乒有可能在自即日起的一
段时间内，直到奥运会前，要面临
无赛事可打的局面， 下次参赛或
将是直接进行奥运会的争夺。 四
个月不参赛就直接打奥运， 对国
乒而言不啻为一次“裸考”。

目前， 国乒正在澳门进行训

练备战， 最初的考虑是澳门距离
香港和深圳较近， 方便直接参加
中国香港公开赛和中国公开赛。
但如今这两站赛事延期， 继续留
在澳门训练备战或许已经不是国
乒最佳的选择， 这两站赛事将延
期到什么时候， 对国乒应该做出
怎样的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

国乒可以选择继续留在澳
门，静观其变；或者返回北京大本
营训练， 因为近期有赛事可打的
可能性已经不大。 当然，一切还是
要取决于疫情的发展， 毕竟这才
是影响这一系列赛事的根本原
因。 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

国际乒联延期举办中国香港公开赛和中国公开赛

国乒或将“裸考”奥奥运运
欧洲杯·经典回眸②

“思考人生”的

汤尤杯延期到奥运会后举行
开赛时间与奥运闭幕式仅隔6天惹争议

欧洲足坛几乎完全停摆了，球员
们在家“找到”新的“工作”———第一
步，把卷筒纸当球颠；第二步，传上网
络跟大家分享，并点名其他人参与。

B·费尔南德斯、 比达尔、 拉莫
斯、哈维、杰拉德、卡洛斯……无论
现役还是退役， 无数大牌球星在手
机摄像头前颠起了卷筒纸。 昨天，
“球王”梅西也加入进来。 中国国足
门将颜骏凌则创新地一气表演了颠
球、抛球、接球的“左右互搏”……

这让人联想起前些年一度刷
屏社交网络的“冰桶挑战”（将一桶
冰水从自己头上浇下）。 从“冰桶”
到“卷筒（纸）”，看似是一样地“无
聊”， 但也一样地充满积极的社会
意义。 当初“冰桶挑战”为的是让全
社会关注“渐冻人”这样一群罕见
病患者，而“卷筒纸挑战”为的则是
向普通球迷展示“宅家”有很多乐
趣可以挖掘，号召大家在疫情的特
殊时期尽量减少出门。

虽然只是颠球这样的雕虫小技，
但是这些球星们在娱己娱人的同时，
确实也传递了积极正面的信息，用自
己的公众影响力作出了一份贡献。

足球界还有一些人士则在抗击
疫情的路上走得更进一步。如目前效
力于 AC米兰的瑞典巨星伊布，不但
向意大利北部两个大区捐款，还建立
了公益捐款账户， 号召球迷一起捐
款。 “如果病毒不来找兹拉坦（伊布），
那么兹拉坦就去找病毒”， 标志性的
“中二”和“霸气”兼备的发言背后，是
有社会责任感的伊布。

葡萄牙体育俱乐部的主席瓦
兰达斯昨天则表示，将在紧急情况
下再次为国效力。 他曾是军医，拥
有物理和康复医学及运动医学学
位， 之后又取得军事医学学位，并
且拥有葡萄牙陆军上尉军衔。

也有不那么正面的例子。 如皇
马的塞尔维亚前锋约维奇回国后违
反强制隔离规定，在公开场合和女友
不戴口罩庆祝生日， 正面临刑事指
控。尤文图斯已有鲁加尼和马图伊迪
两名球员确诊，仍在隔离期的前锋伊
瓜因昨天被拍到离开意大利、飞回阿
根廷。不过这次受到指责的不是伊瓜
因———据说他是为了回国探望久病
的母亲，而是俱乐部，因为尤文图斯
向《米兰体育报》承认，在隔离仅仅一
周之后就放行了伊瓜因、赫迪拉和皮
亚尼奇。 ·赵亮晨·

“卷筒纸挑战”：
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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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葛万里报道：昨天，
正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进行的国际象棋
世界冠军候选人赛战罢第三轮。 中国名将
丁立人在出师不利、遭遇两连败后，执白
力克赛会头号棋手、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国
名将卡鲁阿纳，保留出线的希望。

两位棋手的世界等级分最高，卡鲁阿纳
更是上届候选人赛冠军，本届两轮赛后排名
第一，是夺冠大热门。 双方在“斯拉夫防御”
拉开战幕，卡鲁阿纳有备而来，在第九回合
走出弃兵的新变化，将局面引入复杂。 第 14
回合，黑棋再次弃兵，竭尽全力攻击白王。但
他的作战计划并不完美，丁立人顶住压力后
逐渐稳住阵脚，不仅化解了对手攻势，还反
夺主动权。战至第 59 回合，卡鲁阿纳在少一
子和两兵的局面下停钟认输。

中国棋手王皓执黑对阵俄罗斯名将格
里斯修克，经过 49 回合的战斗握手言和。
荷兰棋手吉里弈和法国棋手瓦谢尔，俄罗
斯棋手阿列克谢延科在德比战中战和队
友涅波姆尼亚奇。 目前，王皓、涅波姆尼亚
奇和瓦谢尔同积 2 分暂居榜首，卡鲁阿纳
和格里斯修克同积 1.5 分随后，丁立人、阿
列克谢延科和吉里同积 1 分。 第四轮比赛
在今晚进行，丁立人、王皓分别对阵吉里
和阿列克谢延科。

丁立人战胜卡鲁阿纳
国象世界冠军候选人赛

巴洛特利

两朵关于电梯的奇葩。
其一，一妇女有个习惯，每次按电梯后，等电梯

上来，用手中的婴儿车别住电梯门，再回头锁自家
的门。 然而有一天，电梯门突然夹着手推车以及里
面的孩子急速上蹿，至门框顶部被卡住。 费了好大
劲才把孩子救出来。

其二，某楼层住户没事总把电梯叫上去。 上上
下下的住户一出去 ， 就看到电梯显示在他那一
层， 按下后每次都没人。 同样是极端自私自利的
人，后者还没受到什么惩罚，也许有一天会有人揍
他一顿吧？

设想所有的人， 一生要有一两年时间以乞讨为
生。只讨饭食，不讨钱物。饭食有灵，可以让乞讨者和施
舍者心气相通，递送碗筷的瞬间，感受到对方的体温。
体温互相传染蔓延，全天下的人就处于同温层了。

清晨窗外的声音有三种可能。 一种是狗叫，十
分讨厌；一种是蝉鸣，枯燥乏味；一种是鸟鸣，叽叽
喳喳，让人莫名欢喜。梳理了一下，离地面越远的声
音，听上去越是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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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幢大楼的食堂经营者， 原先经
营着一家酒店。 因为旧城改造， 酒店
被拆迁了， 一直找不到好的场地，刚
好大楼食堂在转租， 于是酒店改行经
营食堂。 我觉得干过酒店的人， 经历
过餐饮市场的残酷洗礼， 接受过挑剔
的食客用嘴投票， 只要能放下身段，
经营食堂肯定轻车熟路， 使出一半功
力就行了。

如你所愿，食堂被他们搞得风生水
起。真的，一天劳累下来，能在食堂吃上
一份可口饭菜，真会觉得人生美好。

食堂老板深以为当年酒店拆迁是
“危中有机”，但这样的感悟，却需经
历很长的历练才能得出。 这其实是每
个人的一种常态， 当好好的一份事业
突然被外力阻断，无奈、忧郁甚至绝望
的情绪是难以避免的， 但却很少有人
会从危机中看到曙光和机会， 去试着
从另外一种角度去思考继续走下去的
方式和方法。

中外历史学专家都认为， 中世纪
的鼠疫引发了新思潮， 极大地推动了

生产力进步， 专家们认为， 这些“进
步” 分别是文艺复兴、 地理大发现以
及后来的工业革命。 这可以从短篇小
说集《十日谈》中得到印证。《十日谈》
作者是薄伽丘， 写在意大利可怕的鼠
疫之时， 这本书被认为是对中世纪黑
暗的批判， 是一本充满人本主义精神
的著作。 它的产生与鼠疫带给人类的
苦难有着直接关联。

《十日谈》出版后，风行天下，这其
实是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 有专家这
样认为，过去 500 年人类文明进化历
史至少可以总结三点： 一是中世纪可
怕的瘟疫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了人们
的心理状态， 作用于社会思潮， 引发
文艺复兴这样的思想解放； 二是灾难
间接催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被解放思潮驱动
着不断发展； 三是中世纪的瘟疫带来
了思想碰撞和摩擦， 但最终实现了经
济社会新的平衡。

在我生活的城市里， 我以一个非
专业人士的眼光在看疫情之下复产复

工的企业， 那些更多把握住“人口红
利”逐渐消失趋势，采用“机器换人”，
转型为高新技术产业， 同时对员工更
多人文关怀的企业， 复工复产之路就
从容容易得多。

现在每天都有大量关于疫情之下
经济走向的新闻在产生， 许多地方都
出台了的许多支持复工复产的措施，
这些措施真的非常及时， 已有不少战
略投资家认为， 这次疫情最可能带来
的商业机会将出现在医疗、 大健康、
卫生服务和生活服务基础设施这些关
怀人的生活等领域， 当然这仅仅是其
中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对自己现在身处环境
做一个富于历史感的抽象思考。机会
就在“人本主义 ”之中 ，其实这早已
是一种趋势，不过是疫情加深了这样
的认识，现在疫情带给社会的影响仍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经济大面是不
会改变的，其中的经济发展“人本主
义”方向，我认为是不确定性中最大
的确定性。

●陈忠实《白鹿原》：世事就是俩
字：福祸。 俩字半边一样，半边不一
样，就是说，俩字相互牵连着。 所以，
你们得明白， 凡遇好事时甭张狂，张
狂过头了后边就有祸事；凡遇到祸事
时也甭乱套，忍着受着，哪怕咬着牙
也得忍着受着，忍过了受过了好事就
跟着来了。

●蔡仁伟的诗《声音》：母亲叫他
少用电脑 / 母亲叫他多吃青菜 / 母亲
叫他整理房间 / 母亲叫他早一点睡 /
一直到母亲过世后 / 他才听见。

●林语堂《京华烟云》：一个人若
享真正的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
的福气，必须有享福的德性，才能持
盈保泰。

●勒庞《乌合之众》： 对历史而
言，个人命运可能隐藏在很小的一个
小数点里；但对个人而言，是百分之
一百的人生。

●（俄）托尔斯泰《宽以待人》：我
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轻率决定别
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愚者还是贤者。
人像河川一样在不断流动、 不断变
化， 人并非每天都以同样的面貌存
在，人是有各种可能性的。

●（法）纪德《人间食粮》：你要把
夜晚视为白天的归宿，要把清晨视为
万物的生长。

●王笛《消失的古城》：过去，一
张照片一看就知道是哪座城市，现在
不可能了。

●蔡志忠：两种植物共饮一条溪
水，一种是中空芦苇，一种是甘蔗。

甘蔗嘲笑芦苇说：“虽然我们长得
很像，但我味美甘甜，而你中空无用。

芦苇说：“我们被收割后，你只存
在几天，我被制成纸，印成经典传世
千百年。 ”

好或不好、 有用或无用是相对
的，而非既定事实。

下雨是好事还是坏事，要看之前
如何。 如果已经连下一个月， 即是坏
事。 如果干旱三年，则是天大的好事。

●鲁迅说，猛兽是单独的，牛羊
则结队。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低效
的、盲目的社交与应酬绑缚，反而忽
略了内心真正的诉求。 其实真正高质
量的独处，胜过盲目追求合群。

●作家塞林格的人生智慧： 一定
要和笑点跟你一样的人结婚。

●冯唐：“君子不恃千万人之谀
颂，而畏一二有识之窃笑。 ”前者，无
所谓；后者，有所畏。

知我者，二三子。 因为有这二三
子，所以要朴拙勤慎，埋首任事，不走
捷径，不求虚名。

●霍达：天总会亮的，没有太阳也
会亮。

●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爱
自拍的女生，手机不会太差!

●“晚安”一词在社交中的新定
义：睡不睡谁知道呢，反正话题是终
止了。

●电影《天堂电影院》中的老者艾
佛特如此说：“生活不是电影， 生活比
电影难。 ”

●珍爱生命法则： 人生不是辩论
赛，与其互相说服，不如互相删除。

●人生的一大矛盾： 既想享受深夜
的时间，又试图早起以至不浪费一天。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 都有三
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实真
相的版本。

●高数 = 高“树”： 大学挂科排
行， 高等数学被提名的次数排名第
一。 高数就是一棵树，上面“挂”了许
多人。

●“隔代亲”的另类解：敌人的敌
人就是朋友。

●癌症、糖尿病、高血压、痛风、艾
滋病、胃病、失眠、高血脂、冠心病、肝
病。 2019 年“十大最受关注疾病”，

“失眠”首次位列其中。
●东方爱幻想，西方很现实：东方

的神话里，仙女都嫁给了穷人：打柴的、
放牛的、种地的、做长工的；西方的白雪
公主、灰姑娘，则全都嫁给了王子。

●密码强度 80%= 你有 80%的
概率会忘记密码。 密码设置达到最高
强度的体现大概就是， 过了一段时间
连自己都不记得了。

●女孩问：“看你人挺不错的，在
公交车上，你会给老奶奶让座吗？ ”男
孩说：“我从不坐公交车。 ”女孩又问：
“那在地铁上你会让座吗？ ” 男孩说：
“我也不坐地铁。 ”女孩接着说：“现在
汽油越来越贵了。 ” 男孩说：“涨那么
一两块钱，对我来说也不是个事儿。 ”
女孩说：“我们去看电影怎么样？ ”男
孩说：“你等一下， 我的自行车还锁在
外面呢。 ”

●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一辆载
重卡车的后面却空着长长的一段路，
没有其他车敢靠近。 巡警觉得非常奇
怪，急忙驾警车前去查看，只见卡车后
面挂着一块显眼的大木牌，上面写着：
“本车已与其他车辆相撞 20 次，成绩
为：17 胜，2 平，仅 1 次稍有损伤。 请
来者小心!”

●我给女朋友买了一盒白巧克
力 ，她却说：“人家爱吃黑巧克力 。 ”
我顺手递给她一副墨镜 ， 说 ：“戴
着吃。 ”

短句 □小青

莫伊沙来找大师， 说自己想和妻子离
婚。 大师劝说他不能这么做，反复给他讲了
离婚的后果。 最后大师说：“你看，你的妻子
那么温柔漂亮，那么聪明可爱，真的让人赏
心悦目。 这样的妻子别人都梦寐以求，可你
却想抛弃她。 为什么？ ”

莫伊沙没有回答， 只是默默地脱下一
只靴子放到了大师面前。

大师不解，惊讶地问：“你这是干什么？ ”
“大师，您好好看看这只靴子。 ”
“我看靴子干什么？ 这跟靴子有什么关

系？ ”
“大师，你看，这只靴子不错吧。 所有的

人都说这只靴子漂亮， 帅气， 让人赏心悦
目，大家都想拥有一双这样的靴子。 可只有
我知道这个破玩意儿有多夹脚！

绑在一起
有一天晚上，阿凡提和妻子围坐在壁炉

旁。房间里很冷。阿凡提在看报纸，妻子在织
着什么。 家里养的那只狗和那只猫也卧在旁
边，打着盹，享受着炉火带来的温暖。 突然，
妻子说：“阿凡提， 你看看这只猫和这只狗，
它们怎么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呢？ 为什么
咱们俩就不能呢？ ”

“咱们俩为什么不能？ 你把狗和猫绑在
一起看看怎么样？ ”

□李冬梅 编译

靴子 （外一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都
不跑步， 跑步会导致近视眼
……（幽默画） □王原

危危与机机
下船

□夏建清 编译

一艘巨型豪华游轮在加勒比海上遇到
了恶劣天气，顿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长
当机立断，下令全速驶向最近的小岛，该岛
有一小型停靠港，以躲避可能的灾难。 当游
轮驶到船坞附近，由于船体太大，无法靠近
岸边，而且甲板高出港口平台很多，所以，要
下船的游客必须从水手们架设的一条跳板
上过去，这条跳板很窄，只容一人经过，一头
搭在甲板上，一头搭在港口平台上，甲板端
高，平台端低，差不多有 45 度的样子。

突然，有一老太太出现在跳板前，老太太
看上去有 70 岁了， 她显然想经过跳板下船，
船长在一旁看着，由于跳板太窄，他无法上去
帮忙，他想，她这么大年纪，如何走下去呢？

只见老太太小心地勇敢地跨出了第一
步，然后第二步，颤巍巍的第三步、第四步
……终于她安全地抵达平台， 所有人都长
出了一口气。

老太太却突然转过身， 抬头看着跳板
的上端，大声说：“没事！ 妈妈，你一定能下
来！ ”

□流沙

灵心心 驿驿站站

□王国华

点滴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