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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掀强劲“反俄风”要吹到何时，吹向何方

眼看就是清明节了。
小姑整理衣柜时，无意间翻出了母

亲早期写给她的一封信，并转给了我，让
我珍藏。

这封信，严格来说都算不上信。
因为简单到没有信封，更没有邮票。
只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而已。

这封信，其实就是一张纸条。因
为内容很简单，只有不到50个字，甚
至连标点符号也不全。但这封信却
包含着母亲的爱，彰显着母亲对小姑
的情意。

这封信却读哭了我。
妹子、妹夫：
你们好！听说你们搬新家了嫂

子很高兴捎去 200 元给你们入新庄
表示我和你哥的心意。

祝孩子学习进步
嫂子

这封信虽然距今快20年了，但对我却很重
要。因为它是母亲留下的唯一笔迹。在人们
习惯了发信息的时代，能看到母亲的书信、字
迹更让我内心激动、感慨不已。

“那是2001年春节前夕，我搬了新家，你妈
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西安，就托人给我们捎了
一封信。里面还夹了200元钱。”小姑在电话里
说道，“你妈的字写得好！小学没毕业就辍学
了，能写出这样的字很了不起，不简单了。”

是啊，母亲小的时候家里穷，经常是吃了
上顿没下顿，还要帮大人分担家务，能上学更
是一种奢望。

小时候曾听母亲说过，外婆是逃荒移民到
外爷的村子后和外爷成的家。母亲8岁那年外
婆离开了这个家，回到了很远的河南老家，留
下了她和外爷一起生活。由于小时候缺少家
人的照顾，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

外爷是个“经纪”，常年在外面浪荡。在外
爷这个“外面人”的抚养和邻居的照顾下，母亲

才渐渐长大成人。
母亲说，她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没有铅

笔、橡皮等文具，总是同桌借给她用。由于
家里贫穷，也缺少劳力，母亲上到小学2年级
就辍学了。

在我的记忆里，虽然母亲没有多少文化，
但母亲不缺智慧，情商很高。把屋
里上上下下打理得井井有条，日子
也过到了人前头。和亲戚、邻居的
关系很友好，村里无论男女老幼都
很尊敬母亲。

母亲很会过日子，很会计划。
怕父亲乱花钱，或者舍不下脸面把
钱借出去，就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
蓄放在犄角旮旯里——鞋子里面塞
上几百，被面子里面缝上几百。父
亲想要钱的时候，母亲总是说，钱在
柜掌盘里，你看还有没有？父亲只
能无可奈何。但是，在几个孩子上
学需要钱的时候，母亲总能变戏法

的拿出几百元压箱底的钱。
这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妈。自己省吃俭

用，但从不亏待自己的孩子。
时间一恍，母亲离开我也十多年了。一切

仿佛就在昨天……
长期在外漂泊，每当夜晚辗转不能入睡的

时候，总能想起母亲。第二天就会给父亲打电
话，“给我妈烧点纸钱吧，梦见我妈了。”

每年清明节，我都要领着妻子，带着孩子回
乡祭祖。年迈的父亲也一定会坚持到地里走
走、看看，总叮嘱我们，“给你妈多烧点纸钱。”

生活中，人们总会说，下辈子有缘再见，其
实想想这些都是骗人
的。亲人只有一次的缘
分，无论爱或不爱，下辈
子都不会再相见。

又是一年清明时。
临行前，小姑又打来

电话，“替我给你妈多烧点
纸钱……我嫂子是个好
人，就是没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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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的猫院中的猫

猫在人们
的心中往往是
温顺乖巧、活

泼可爱、憨态可掬的美好形象，可它的另一
面，却很少让人看到。

安静的家属院突然来了几只野猫，它们
旁若无人地在院落里到处游荡，毫无顾忌地
在垃圾车上翻找人们丢弃的残渣剩食。在
我眼中，这几只野猫形象有些猥琐。

住在十楼的黄嫂特别爱猫，常买来猫粮
定期投喂，还不时带些吃剩的鸡鸭鱼肉犒劳
它们。每当猫儿听到她的脚步声，三步并作

两步蹿到她的面前，伏下身子，翻转身体，四
脚朝天，露出肚皮，“喵喵”地叫着。猫儿媚
态尽出，让其尽情逗弄，温暖的阳光下闪烁
着一幅和谐的逗猫图。

我生性不大喜欢猫狗，倒也不讨厌，只
因家中小女对绒毛过敏，便避之不及。由于
有人喂养，院子里聚集的野猫逐渐增多，浓
烈的猫尿骚味儿充斥着整个院落，臭味弥漫
着整个车库。每次取车，这股令人作呕的味
道混合着尾气排放的汽油味儿猝不及防地
扑鼻而来，令人窒息。渐渐地，我对猫便有
了一丝反感。

平日里，我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车
子日常擦得铮亮。自从猫儿们入住地下车
库，它们便将带着尘土、泥垢的爪子在车前、
车顶留下一串串醒目的污浊痕迹。看着洁
净明亮的爱车一次又一次被猫们糟蹋得脏
乱不堪，心中十分恼火。一天清晨送女儿上
学下车库取车，发现两只猫儿正在车顶打
架。它们分立两侧，弓着背，全身的毛竖立
着，怒目而视，像两张蓄势待发的弓。再看

车前盖和车顶上一片狼藉，尘土、爪痕、泥
垢、还伴有刺鼻的猫尿骚味儿。眼前的情景
让我一时火起，吼道：“讨厌的猫，赶快滚下
来！”它们两个一愣，顿时卸了盔甲，轻巧地
跳下车，一溜烟不见影儿了。我的恼怒、猫
儿的慌张、车子的狼狈，逗得跟在身后的女
儿哈哈大笑。

翌日清晨，发动车子匆忙送女儿上学。
车子刚驶出车库，坐在副驾驶上的女儿说：

“妈妈，车玻璃上那一道一道的黄色痕迹是

什么？”“嗯？”疑惑的我便停下了车，取抹布
打湿，使劲擦了擦挡风玻璃上的几道痕迹，
擦完后又随手将抹布扔在女儿脚下。“哇噻，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味儿呀？简直熏死人
了！”女儿捂住口鼻大叫。我捡起抹布一闻，
一股刺鼻的猫尿味儿熏得我干呕起来。“猫，
一定是猫！”我和女儿异口同声道。“啊，我的
天呀，妈妈你昨天训斥了它们，它们肯定是
记仇了，今天是在报复你呀！”我无语沉默，
报以苦笑。“妈妈，动物也会记仇，也会报复
吗？”“我想应该是吧，因为它们也有情感，也
感知善心歹意，也有喜怒哀乐啊！”听完我的
话，女儿有所触动地陷入了沉思。

行驶在缓慢的车流中，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你若善待它，它
感受到你的温暖温情，会报以美好的一面；
你若厌恶它，它会感受到你的冷漠无情，将
报以丑陋的一面。

我想：人，何不是如此呢？

乐家园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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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在农村没有
井的家庭，吃水是件头
疼的事情。下雨下雪天
道路难走，如果同水井
家有矛盾，夜晚关了门、
清早没开门等因素都不
能绞水吃水。西安习俗
讲究：初一至初五不能
在他家挑水或借水，因
水代表财运不可外流，
因而每家每户都要在年
前备足水。绞水担水既
要有力气，还要小心才
是。钩不好桶，桶到井
里就会漂离，只剩空井
绳；井台边湿滑、不小心
有掉下井的危险；握不
紧辘轳把，稍不留神松
口气，沉重的水桶会向下滑落，辘轳把会
把人打倒发生危险。邻村就发生了快速
下沉的水桶带动辘轳把，把人的门牙打
掉了满脸流血的惨剧……

昔时，打水用的多是木桶，上世纪七
十年代后陆续选用铁桶。水桶漏水，多
用干净棉花或布条填充，铁桶还有用热
柏油涂抹的，以防渗漏。每年夏暑季节，
由于各家各户用水量大，水井里的水位
下降，吃的水不清且混浊，就要掏井。掏
井由各户出钱，叫上数名灵巧精干的年
青人，下井挖出泥沙，捞出掉落井里的杂
物；再就是雇人掏井。据盲人老汉讲，在
给一地主家掏井时，还掏出了“文革”期
间主人家向井里隐藏的数十枚袁大头等
各种银元……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了吃水用
水方便，我同父母亲利用生产队放工休
息时间在自家院内挖水井，挖到二丈深
后出现沙子、卵石和水，再往深挖难度更
大，沙石泥水乱流。给担笼或桶内装的
泥水沙石在往上吊的过程中，桶或筐的
泥沙水滴落到我的头上、身上生疼，无处
躲藏只能坚持和忍受。湿身的水冷得人
直哆嗦，冷得实在不行只能喝白酒暖身，
再使劲挖井；井挖的越深水也越深，四周
的流沙、卵石涌向中心，直筒子井下挖有
半间房大的空间，最后用沙石水泥做成
的半圆水泥圈来固定，四周用大石头帮
衬，只掏挖井中心达到水深约2米。井挖
成后极大方便了我家及邻居们的吃水用
水，夏天用井水洗浴擦身，浑身清凉、神
清气爽；夏暑天用井水冰西瓜，既冰又
甜；暑热干旱用井水浇灌菜地，青菜葱郁
碧绿；过会待客吃不完的饭菜用竹篮放
到井下，随用随吃。

数年后又在院内用机械打了一孔深
井，安了水泵通了电，在大门内放了一口
大缸，电闸一开、盛水的水瓮桶盆皆盛满
清凉的井水。到如今村上装上了自来
水，家家户户只要拧开水龙头，清澈甘甜
的自来水就会自然流出，打井淘井终于
走进了历史。

截至 4 月 1 日，连续 3
天的冲突导致至少 15名巴
勒斯坦人死亡，约 1600 人
受伤。

3月 30日，两万多名巴
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边境举
行大规模示威，纪念第 42个

“土地日”，同时开启持续数
周的“回归大游行”。其间，
一些巴勒斯坦青年向以方投
掷石块、燃烧瓶，以色列士兵
则开枪射击，造成大量巴方
人员伤亡。

分析人士指出，这次爆
发流血冲突的首要原因与巴
勒斯坦人对美国彻底失去信
任，对和平、安全与未来感到
极大失望有关。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
月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将把美国驻以
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
撒冷。尽管巴方强烈反对，
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坚持
在今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
70周年之际举行驻耶路撒冷
新使馆的开馆仪式，给以色
列送上“大礼”。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
和以色列坚持强硬立场的情
况下，巴以和谈前景渺茫，
巴勒斯坦与美、以关系持续
恶化，近期难有转圜迹象。
这让巴勒斯坦人深感失望和
不满，导致其举行抗议示
威。而巴以冲突如果继续升

级，或导致中东地区局势进
一步动荡。

鉴于美国政府的不公正
立场，巴勒斯坦已经拒绝美
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单独调解
人身份，宣布巴以签署的和
平协议失效，巴政府也断绝
了与以色列政府的联系。巴
美、巴以关系跌入历史低
谷。尽管如此，巴方并未失
去对和平的渴望，而是寄望
于国际社会参与化解巴以矛
盾。近来，巴总统阿巴斯多
次呼吁召开巴勒斯坦问题国
际会议，建立监督化解巴以
纷争的国际机制，以此作为
打破巴以僵局的突破口。

□ 赵悦 杨媛媛

春 灯 一 豆 夜 中 来春 灯 一 豆 夜 中 来
□□陈嘉瑞陈嘉瑞

一灯如豆，穿过夜幕，从远处摇曳而来。
窗外，春雨如蚕。这样的时刻，适合读书。
人年轻的时候，大都豪情万丈，青天可揽

月，五洋可捉鳖。然而到了老年，当年的毛头
小伙这才发现，人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其实已
经很幸运了。手头正有钟叔河的《青灯集》，便
想到了钟叔河。钟叔河的一生，便也只是做成
了一件事，这便是研究、出版周作人的著作。
此前，他编辑出版了许多和周作人无关的书，
其实那只是为整理周作人做了铺垫。《青灯集》
收了他 123篇文章，都很短，但是篇篇珠玉。
他是利用边边角角的时间。他不喜欢长文章，
此即一例。

提起读书，便会令人想起青灯，想起青灯
黄卷，红袖添香夜读书。于是觉得，灯下读书

是一种很美妙的事情。大约只有夜晚，才是最
适合读书的。尤其是在春天，夜里春雨沙沙的
时分。古时的读书人都是希望读书高中，能够
金榜题名。白天自不消说，到了夜晚，在天地
他人都在酣睡的时候，学子才在独处用功。现
如今，习惯夜读书的人，还有多少？

此刻，夜渐渐深了。
“看书吧！”“拜拜！”屋外的电视剧响着，我

的脑子里却有着这般的警告。于是脑海中就出
现一幅画面：热炕的背墙上，放着一盏灯，跳动的
火苗旁，靠近着一只毛头。看不清眉眼的女子，
拉过被头盖在腿上，依灯看书。秀发渐渐下垂，
那么着迷，“嗞”的一声，头发烧焦了……这样
的女子，常常会一夜熬干一灯油。因为灯不
干，她不睡。于是第二天母亲就心痛，心痛那

一灯油，心痛女儿的苦。于是，此刻，我也就坐
回电脑前，点开页面，重新“读书”了。

灯是何时发明的，应该是在人类发明了
火之后。火可以烹饪，也可以照明。最初的
灯应该是炬，是火把。原始人在炙烤猎物之
后，发现燃烧剩余的木棍，可以拿起来照明
用，这是灯的前身。原始人的篝火，是原始
黑夜里最初的大灯。灯的发明是划时代的，
漫漫的黑夜，是灯把它变短了。于是，人类
漆黑的夜晚，再也不用在黑暗中度过。灯的
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火把、动物油灯、植物
油灯、蜡烛、煤油灯……

读书人有了灯，实在是苦海得救了。于
是，有关灯的词语，也就一一出现了。比如“高
灯低亮”，比如“点灯熬油”，比如“凿壁偷光”

“三更灯火五更鸡”等等。另外，“灯下黑”“省
油灯”“黑灯瞎火”“油尽灯枯”等，也是和灯相
关的词。

《青灯集》中，钟叔河也谈到灯下用功的
事。程颢程颐两兄弟，均以讲道出名，人称“两
程夫子”。一次两兄弟同往官宦人家赴宴，席
间有妓女陪酒。小程连忙起身整衣，大步离
去。大程却若无其事，照样笑谈饮酒。第二
天，小程来到哥哥书房，讲起昨夜之事，仍气愤
不已。大程言：“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
妓；今日宅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于是，弟

“自谓不及”。于是可知，叔河辑此之用心。
一灯如豆。在这个春晚，这个下着春雨的

夜晚，有谁还陪着我，灯下读书呢！
有的。这样的读书人，应该就是一家人了。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生感悟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中国财政部宣布，为维
护我国利益，平衡因美国
232措施给我国利益造成的
损失，从4月2日起对原产于
美国的 128 项产品加征关
税。外媒分析称，中国的这
一回应被认为是相对有分寸
的，中国此举并非针对美国
对华 301调查及可能采取的
贸易限制措施，而是针对特
朗普提出的针对多国的 232
措施，这意味着北京未来可
能会作出更强硬的回应。

涉及美对华30亿美元出口

根据中国财政部官方网
站，中国对美国水果及制品等
120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
率为 15%，对猪肉及制品等 8
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
25%。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
示，128个税项产品，按 2017
年统计，涉及美国对华约 30
亿美元的出口。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称，在
该决定出台前的征求意见期
间，“大量民众通过电话、电子
邮件等方式，对措施及产品清
单表示支持，部分民众还建议
增加措施力度”。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
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说，中
国的反应是在WTO贸易规则下，遵
守对等原则所作出的，所选商品未
涉及外溢效应比较大的商品，克
制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反制美国
的坚决。

食品商家考虑更换美国品牌

4月2日，笔者在北京东四环家乐
福慈云寺桥店看到，有原产自美国的
红蛇果、青蛇果，以及美国绅士牌坚果
和蔓越莓干在售卖，这些产品都在此
次对美 128项产品加征关税清单内，
标签显示供应商为福达中国公司。

经营美国坚果的广州本贵商贸公
司，正准备与其美国供应商福达沟
通，希望在价格上作出策略调整，以
应对中国对原产自美国的 128项产品
加征关税的决定。公司市场负责人黄
先生说，“因为今天是加征关税第一
天，所以我们还没有提价，我们也在

跟美方供货商反映，希望他
们在价格上做出让步”。

黄先生表示，他不希望
中美打贸易战，因为公司经
营成本和利润收入都将受到
影响，“但如果贸易战真的打
起来了，我们也必须考虑更
新品牌，比如泰国、越南和国
产的坚果”。黄先生表示，加
征关税势必影响公司的运营
成本和利润收成，有可能迫
使公司将产品进口目的地转
向越南、泰国甚至中国国
内。“我们理解国家加征关税
的做法，作为中国人并不想
在国际上挨打。”

提振中国国内钢铁产业

在 128项加征关税的产
品清单中有 33项钢铁制品，
主要是各类型的无缝钢管。
在美国公布 232条款贸易制
裁措施时，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就呼吁对从美国进口的不
锈钢钢材、镀锌板材、无缝
钢管等采取坚决应对措施。
太原钢铁集团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工作人员向笔者说，
这是针对美国 232条款措施
做出的正当回应，可以肯定

的是，这是提振国内产业信心的利好
消息。

据市场机构兰格铁钢提供的数
据显示，2017年，美国出口至中国的
钢材共计 8.36 万吨，其中无缝钢管
类产品 1.88 万吨，占 22.4%，是第一
大品种。

兰格钢铁分析师徐莉颖表示，从
金额上来看，2017年美国出口至中国
的钢材产品总金额为5.67亿元，其中无
缝钢管金额 1.15亿元，占比 20.33%。

“之所以选定这些产品，是因为从近年
的进口情况来看，无论从数量，还是金
额来看，无缝钢管产品是美国出口中
国的主要钢材品种。”

但徐莉颖认为，美国向中国出口
的无缝钢管总量并不大，2017年中国
进口美国的无缝钢管仅占中国进口总
量的10%。“因此新的关税政策实施之
后，对国内市场和用钢企业的影响并
不大，用钢企业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的
产品替代美国产品。” □ 倪浩

全美国最
特殊的游行之
一 ——4 月 1
日纽约复活节
游行在曼哈顿
举行，纽约人
把这一节日称
为“帽子节”，
成 千 上 万 的
男女老少，头
戴 千 奇 百 怪
的帽子，在第
五 大 道 上 游
行，迎接春天
的到来。
□ 李立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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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矛盾再度升级

随着英俄外交纠纷升级，为西方
反俄联盟与俄罗斯的争斗，双方博弈
逐步升级。近日，美国媒体猜测，俄
罗斯可能会采取割断西方国家海底
光缆的方式反制西方，报道还不断渲
染俄罗斯军事威胁。

这股由西方国家掀起的“反俄
风”势头强劲，不仅突破了外交领域，
还使俄罗斯在西方舆论场上，被视为
一个可怕的国家安全威胁。

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

3月 31日，美联社发文称，俄罗
斯的一些活动表明他们正在打西方
国家海底光缆的主意，这将极大威胁
到西方的军事活动甚至日常经济活
动。该文不厌其烦地例证了俄罗斯
会借“割光缆”反制西方的可能性，以
及俄罗斯具备“割光缆”的能力及其
所谓的“不良记录”，甚至“评估”了令
北约和美国官员感到不安的俄罗斯
海洋调查船“琥珀”的作战实力。

英国最高军事官员也表示，现代

化的俄罗斯海军足以对海底光缆网
络构成威胁。此前，英国陆军总司令
尼克·卡特也曾称英国正受到来自俄
罗斯军事上的威胁。他还呼吁英国
政府增加军队预算，推迟英国驻德国
部队遣调回国时间，以便英国在紧急
情况下能迅速地应对来自欧洲东部
的威胁。

盯上俄罗斯海外资产

“目前西方与俄对抗的特点是以
外交战为主，但不排除在经济等领域
发起新的制裁与反制裁措施的可
能。”俄非商业独立研究机构“重大政
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奥列维奇对这股

“反俄风”的走向做了如此分析。
3月29日，在俄罗斯宣布以对等

原则将驱逐 150名西方外交官并关
闭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后，美国驻
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当天虽表示对话
大门依旧敞开，但也承认美国“已做
好应对一切的准备”，且不排除查封
俄在美资产的可能性。

对于洪博培的言论，俄副外长
里亚布科夫 3月 29日晚当面警告
他说，此类举动或将对全球稳定产
生“最严重后果”，导致俄美关系

“严重倒退”。
“单纯驱逐外交官并不可怕，

但没收俄罗斯在美国的资产，威胁
要大得多。”俄罗斯瓦尔代辩论国
际俱乐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卢基扬
诺夫也表达了如此担忧。

此外，据《纽约时报》报道，英
国似乎也盯上了俄罗斯的海外资
产。英国政府已透露出将禁止俄政
府进入英国金融市场的信号。

渲染新的“俄罗斯威胁论”

从美俄媒体战到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将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
再到此次“反俄风”，西方铁了心，“抱
团”与俄持续互“怼”，并不断刺激俄
罗斯，渲染俄罗斯威胁，使俄罗斯在
西方舆论场上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国
家安全威胁。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曾表示，历
史表明，只要俄罗斯日趋强大，部分
国家就会联合反俄。

普京更曾明确指出，“自苏联解
体以来，西方一直对俄罗斯指手画
脚。俄罗斯不同意西方国家的一系
列做法，但任何问题都无法通过最后
通牒解决，只能通过对话解决。”

此次西方国家掀起的“反俄
风”虽保留了一些对话和沟通的渠
道，但究其本质，更凸显了俄罗斯
与西方国家在战略层面长久以来的
互不信任。 □ 王一诺

33月月2626日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首都华盛顿，，俄罗俄罗
斯驻美国大使馆内的俄罗斯国旗斯驻美国大使馆内的俄罗斯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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