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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的孤单游走的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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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该是我们盼
望的好日子，可是，在
今年的春天我却得到的
是一个个坏消息。最让
我惊心的是两个人的去
世，一个是我叫嫂子的
曾经的邻居，一个是孩
子的姨父。

去年腊月我听人说
嫂子病了，我就想着要
去看望她，已是两年多
都没有见过嫂子了，现在却传来的是她已病
故的消息。

其实嫂子并不是我的亲嫂子，连一姓的
本家嫂子都不是。村里人都姓韩，唯她一家
是外来户姓陈。嫂子本人姓祁，是嫁到我们
村的陈家媳妇。嫂子属于老三届高中生，嫁
到我们村就当了会计。嫂子嫁来不久丈夫就
参了军，她们八口人的大家，挤在三间小
屋里很不方便，嫂子就什么也没要分家出
来另过。分家之后没地方住，就住到我家一
处闲弃的破屋里，和我们一个院，这样就做
了邻居。

记得嫂子做饭最爱做的就是拌汤，每每
放学回家都能看见嫂子站在锅边搅面的情
景，和扬起勺搅锅看稀稠的姿势。我家饭还
没熟的时候，嫂子就会先给我舀一碗。现在
我知道，那时候在农业社吃粮，人都穷，多
吃一碗饭都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的父母
都把嫂子当自家女子看，有好吃的也常给她
分些。喜欢嫂子还因为嫂子是我的启蒙老
师，特别是在文学爱好方面。现在还能记得
在嫂子那看过的《三里湾》《青春之歌》《三
家巷》等书。

孩子姨父的去世更是我难以接受的事
实。人生忙碌，离得不远，一年半载都难见一
面，总是在电话中嘘寒问暖，说着来日方长的
话。春节见到他，知道他肚子疼，有些拉肚
子，以为是肠胃病，只说让他吃点肠胃方面的
药就好了，没想到一查竟是肝癌晚期。

怎能不伤心，怎能忘了他？！十年前，
我在老家修盖房屋，有一段窄路让我差几步
砖瓦运不到地方，就是他两口放下自己正忙
着的事来给我帮忙，一架子车一架子车地把
砖瓦拉到地方。四年前，我又买了房子，房
款不够，连我的一个至亲都怕我还不起，没
敢给我，还是最困难的他将刚得到的一笔劳
务伤残赔偿费给了我，才解决了问题。事中
见人心，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珍贵。

今年春天我想着这两个人，让我明白了
生活也是一个技术活，常常会在来日方长的

期许里成为一场落花流水的春梦，
残破中添几许惆怅。

来日不一定都方长，
要学会去珍惜当下的每一
个日子、每一个人、每一
件事……

家 训 的 感 言家 训 的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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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自信”成为热门话题，因
此，家训颇受社会关注。家训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文明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内
容之一，我十分赞成。

我生长在秦岭的深山沟里，在我的长辈
中，从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到父亲，至少四
代人都是农民都是文盲。我的父亲是个聪
明人，对读书人始终怀有羡慕和敬重之情。
当我六岁左右时，他就开始为我上学读书操
心了，可是我们家在深山沟里，从来就没有
过学堂，更没有什么识字的乡邻。于是父亲
立了雄心，自己办学。他东走西奔，说服乡
亲，自己动手筹资备料，修了一座小学校舍，

又去几十里外聘请了一位先生，办起一所小
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所民办小学，我也
有学可上了。乡亲推举他是管理学校的“理
事”，此事发生在1947年。

不幸时值战乱，国民党地方政府只知抓
兵拉夫，催粮派款，山里又是连年匪祸不断，
学校仅一年就停办了，父亲只有叹息。1951
年春天，人民政府派来一位老师，就在父亲
当年修建的校舍里办起公立小学，那年我已
十岁才正式入学读书，因此父亲对共产党、
新社会有着说不尽的感激之情。十年以后，
我也成为家乡第一位大学生。

家训，是一个文雅的概念，山沟里的农
民当然不懂，但是“家教”倒是常说的，谁家

孩子有家教，谁家孩子少家教。父亲对我的
教育就是“一定要把书念成”。父亲对我念
书学知识，有一个我始终认为是很“经典”的
认识。他说：“盖房买地，积攒金银财宝，都
靠不住，贼可以偷，强盗可以抢，地主恶霸可
以霸占。只有书念好了，知识装在脑子里，
不怕贼偷，不怕强盗抢，谁也夺不走。而且
钱还有用完的时候，知识是永久的财富，不
怕用完了。”他的这番话，也是我一生学习读
书的动力。

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尤其到上世纪
70年代，我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后，父亲时时
提醒我，公事要当心，做人要稳重，不论你当
啥领导，不能有整人害人之心，不能贪图公

家和他人钱财，一辈子要活得干干净净、硬
硬邦邦。“怀仁行稳，公忠清正”我把父亲的
这句话视为家训，在父亲去世灵前，我默默
提示自己，一定谨遵义教。

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已四十多岁，他们
的工作都还不错，也都担负一定职务，两个
孙儿也都成人在学。我把“怀仁行稳，公忠
清正”这八个字赐给儿子，则其尊奉。给两
个孙儿也赐了八个字：“管住自己，学习第
一。”对于孙儿，因为他们从小生活条件比较
优越，没有受过什么苦，再加之当今一些不
良风气影响，怕他们放纵自己，所以特意强
调他们要学会约束自己，修身慎独，不要放
任妄为，严守公德。所谓“学习第一”，因其
正在上学读书，学习知识本领当为首要任
务，同时还应努力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
养成一生虚心学习的良好习惯。这八个字
也是我为他们制订的家训。

老夫今已年近八旬，垂垂老矣。幸生太
平盛世，虽一生位卑言微，为党和人民奉献
不多，但始终不负家父教诲，亦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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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的梨花开了！
原本我是应邀要去参加西安

阎良首届梨花文化旅游节开幕
式，但因单位有事而错失了机
会。后来在电视新闻、微信朋友
圈中也看到了李桥千亩梨花盛开
的美丽景色，但总觉得未身历其
境，无法领略那梨花花海的神
韵，于是，当有朋友打电话约我
周末到李桥村赏梨花时，我便一
口答应。

谁料到了周末早晨，天阴沉
沉的且下起了小雨。朋友打电话
问我：“还去吗？”我回答：“去，雨
中赏梨花别有一番情趣。”于是，
我和朋友冒雨去李桥村看梨花。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
来到了李桥村。道路两边，到处
是如玉似雪的梨花，放眼望去，连
阡接陌的梨花海洋，裹在如烟如
雾般纤柔的雨网里，构成了一道
唯美曼妙的雨中梨花风景线。

走进梨花园，只见平时端庄
典雅的梨花在春雨温柔地抚摸
下，愈加娇艳含羞，似乎比往日更
加洁白晶莹，更加妩媚动人。梨花的开放，有
一种出世的风仪，高洁得使人不敢直视她那孤
高清绝的眸子。梨花的美，是一种静美，白色
的花瓣晶莹剔透，有一种孤寂的安静，有一种
幽婉清丽的美。一阵微风拂过，梨花在枝头颤
动着、摇曳着，跳起了舞蹈。看着梨花那婀娜
多姿的舞姿，我沉醉其中。梨花从不花团锦簇
地凑热闹，而是小桥流水般宁静地开着，美丽
着。一棵棵的梨树，如果一株一株地看，它好

似地下冒出的一柱喷泉、一朵浪
花；继而这一朵又一朵的浪花连
成一片，远远望去，犹如一片白色
的海洋。真有一种“占断天下白，
压尽人间花”的气势。

置身于洁白的梨花丛中，轻
轻地扶住花枝，静静的独立雨中，
任凭雨水从脸上滑落。浓密的雨
丝无声无息地滋润着初开的梨
花，那落在花瓣上的沙沙声，如同
一首轻柔的音乐，令人沉浸其中，
如痴如醉！

关于雨中梨花，我觉得唯有
用白居易形容杨贵妃潸然泪下仪

容的诗句“玉容寂寞
泪阑干，梨花一枝春
带雨”来比喻才真可
谓形象生动，刻意入
微，明丽动人，才可
谓写出了梨花带雨
美色的极致。

“千树梨花千树
雪”的盛景我看到过
多次。但唯有这次
雨中赏梨花的情景
让我印象深刻。由
于长时间地呆立在
梨花雨中，全身被清
香的梨花雨浸透了，

但由于心情甚好，并不觉得寒冷。
回程的路上，我忽然发觉身上不知何时落

下了一朵梨花，花瓣上的雨滴依然晶莹。望着
这朵晶莹的梨花，不觉间我的心头涌出：天降梨
花柔若水，冰清玉洁压群芳，雨中开放有谁知，
欲语还羞话语迟。

末了，我把这朵梨花夹在了采访本里：我要
把春天的美丽和忧伤珍藏！

一场春雨过后，空气潮湿而清
新。渐渐浓密的叶子将干枯的树身包
裹起来，像一位丰腴的妇人在春辉里
摇曳生姿。和煦的阳光洒落在树梢，
树下斑驳着光影在荡漾。淡淡的阳光
里，人们穿梭其中。

感觉到所有身外的一切都在有序
地移动，行走的自己变成了默然不动
的参照物，而世界以我为参照，做着不
同的或圆或矩或不规则的移动。

曾经熟悉的场景变得陌生而遥
远，夹杂在诸多的行人之间感到了莫
名的孤单。整个世界是静止的，就像
维苏威火山毁灭的庞贝古城中的情
景：每个人被永久地固定在所做事情
的姿势，瞬间变成了火山岩包裹的化
石。我不知道是自己化作了庞贝古城
的化石，还是除自己之外的世界是庞
贝古城的化石？

不知什么时候，习惯了日子的云
清风淡，习惯了在音乐中敲响键盘，习
惯了文字在手指间神奇地连接、组合，
变成一首诗、一只曲、一段叙说深情的
表白。此刻喧嚣不在，纷繁的尘世不

在。将心放逐在走过的山水风景
里，游走在一页页的书册

中。和自己为伍，与自己

作伴，不去追逐“千人孤单的盛宴”，只
想在独自的孤单里品味自己的盛宴。

想起自己的书架上有和几个孩子
们的合影，每次一转头就看到他们的
笑容和明亮的眸子。没有血缘，相隔
千里，每每收到孩子们的问候，总是
欣喜而快乐。那年震惊世界的“5.12”
大地震后，对于震区的关注，在一个公
益助学平台，我认识了他们。幼小的
眼神里蕴含着深深的愁苦——那不该
是天真烂漫的孩子该有的眼神。他们
的眼神触动了我内心的泪堤，而他们
成为了我心中不舍的牵挂，好似前生
我就是他们的“阿姨”。当年，不多
的金钱与我已是负担，可是对于孩
子们的帮助依旧只是杯水车薪。面
对他们的一声声“感谢”，总觉得自
己受之有愧。长大的他们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努力着，每一个小小的进步
都令我欣喜不已。传过来的照片里，
年少的影子而今已是翩翩少年，明澈
的眼睛里充满了自信和对生活的无限
向往。

不再“为赋新词强说愁”，亦不“却
道天凉好个秋”。没有了不切实际的
幻想，踏踏实实地过好每分钟，真诚地
对待生活给予的一切，享受着那份不
为人所知的快乐。“曾经沧海”的失落
已是胸有丘壑的胸怀，置身大川名山
之间，像一缕风在山涧游走，轻盈、快
乐而满足。

为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德
国小城特里尔发行了零欧元纪念钞。这款
印有马克思头像的紫色纪念钞虽然面值为
零，但售价为 3欧元（约合 23元人民币），而
且已经售罄。

位于德国西南部的特里尔是马克思故
乡，他在这里出生并生活了17年。为庆祝5
月 5日的马克思诞辰，经欧洲中央银行授
权，当地旅游局发行印有马克思头像的零面
值欧元纸币。当地旅游官员说，零欧元的设
计契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完美符
合马克思的主旨”。

这款纪念钞在特里尔标志性古迹黑城
门附近销售。路透社援引特里尔旅游当局
消息称，首批发行的5000张零欧元纪念钞
已经售罄，目前正加印第二批 2万张零欧
元纸币。

为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特里尔还推
出一系列活动和纪念品。其中一款纪念品
是留着马克思式大胡子的橡胶小黄鸭，一只
翅膀握着鹅毛笔，另一只翅膀下夹着《资本
论》，售价5.9欧元（45.8元人民币）。 □ 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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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售罄正紧急加印

据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网
站发布的消息，4月23日上午，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来到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对22日朝
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导致中
国游客数十人伤亡深表遗憾
和痛心。金正恩对遇难者表
示深切哀悼，并请中国驻朝鲜
大使李进军向习近平总书记，
向中国党和政府及伤亡人员
和家属表示诚挚慰问。金正
恩还专程到医院看望受伤人
员，表示朝方将全力救治，并
配合中方做好事故善后工作。

李进军感谢金正恩到中
国驻朝鲜大使馆和医院进行
慰问，感谢朝鲜党和国家领导
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赴事
故现场和医院指挥抢救及事
故处置，强调这充分体现了朝
方的高度重视，中方将同朝方
密切沟通协调，全力做好有关
善后工作。 □ 姚丽娟

当地时间 4月 18日，当古巴新一
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正式组成，
57岁的迪亚斯·卡内尔当选为国务委
员会主席，成为新一任古巴国家元首
兼政府首脑，这意味着古巴告别持续
了近六十年的“卡斯特罗兄弟时代”。

57岁的迪亚斯·卡内尔此前担任
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
一副主席，他成为第一位在 1959年古
巴革命后出生的古巴元首。2003年，卡内尔
成为古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2013年，他被选为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

席。自那以后，他一直是劳尔·卡斯特
罗的得力助手。曾与卡内尔共事过的
古共党员称，卡内尔做事“有效率、执
行力强，很关心下属和民众”。

2013年，劳尔·卡斯特罗在连任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后，出人意料地
宣布，他将在 2018年第二任期届满后
退休。“坚持经济模式更新的同时，要
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这是劳尔对
新一代领导人划出的“政治红线”。此
次权力交接之后，劳尔·卡斯特罗将继
续担任古共第一书记直至 2021年。
古巴退休陆军中校塞洛里奥认为，“这
能保证无论最后选出的（领导人）是
谁，都能把握好方向”。

此前，古巴外交部表示，下一任主
席或许不再拥有卡斯特罗这个姓，但
他无疑将是“革命之子”。今后古巴方
兴未艾的市场改革能否延续，是继任
者最大的挑战。法新社则称，卡内尔

有望在劳尔·卡斯特罗近年来推行的经济革
新基础上再接再厉，特别是会给古巴旅游业
和小企业带来更大的自由度。 □ 杨佳

加拿大温哥华市政府 4月 22日下午在位
于该市唐人街的华人文化中心举行特别会议，
就历史上对加拿大华人实施歧视性法律和政
策作出正式公开道歉。

温哥华市市长格雷戈尔·罗伯逊宣读了正
式道歉声明，并代表温哥华市“为过去的歧
视性立法向温哥华的华人社区以及所有加拿
大华人正式道歉”。他说：“历史上遭受歧视
的阴影至今仍然笼罩着加拿大华裔，我们城
市必须首先承认其带来的伤害，然后才可以
向前迈进。” □ 吴云

温哥华市就历史上歧视华人政策道歉

国家文物局 4月 20日正式发布外国被盗
文物数据库。此次发布的数据库包含了此前
分批通报的外国被盗文物信息，并将根据他国
通报情况进行实时更新。

据介绍，根据国际公约精神与双边协定规
定，200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共公布了厄瓜多
尔、伊拉克、秘鲁等国向我国通报的 38批次
6900余件被盗文物信息。

发布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之前，国家文物
局在文物追索返还信息共享和合作机制方面
做过多项工作。去年，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共
同公布“中国被盗（丢失）文物数据发布平台”，
向世界各国和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机构发布
中国被盗文物信息，为合作打击文物盗窃盗掘
提供信息支持。 □ 赵晓霞

国家文物局发布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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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宣布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
导弹发射试验后，韩美等国先后表示欢
迎，并表示将继续协作积极争取半岛无
核化。

分析人士认为，朝方作出中止核导试
验的决定，半岛局势发展的积极趋势更加
明显，但与此同时，半岛无核化不可能一
蹴而就，需要相关各方相向而行，作出应
有努力。

【新闻事实】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4月 21日发表声
明说，朝方的决定对朝鲜半岛无核化而言
是“有意义的进展”，也符合世界的期待。
这一决定将给即将举行的韩朝首脑会晤、
朝美首脑会晤创造“非常积极的环境”。

在第一时间表态称朝方中止核导试验
为“重大进展”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晚
通过社交媒体说，朝核问题的解决“仍需
时日”，结果也并不能确定。西方媒体援
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官员的话说，

美国将继续对朝保持“极限施压”，直到
朝方弃核。

七国集团外长会 22日在加拿大多伦
多开幕。共同社援引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的话说，日方引领外长会就朝核问题开展
了讨论，七国集团将维持“极限施压”，促
使朝鲜拿出具体行动。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
确出现积极态势，但半岛无核化不可能一
蹴而就，需要相关各方作出应有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表示，朝鲜的表态
保证了半岛不久前的紧张对峙不再出
现，这对半岛局势而言具有转折性意
义。朝鲜的新举措为实现半岛无核化打
下良好基础。

但与此同时，王俊生认为，朝鲜宣布
中止核试验，与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还存
在差距。另一方面，美日韩等国是否已做

好准备来回应朝鲜正常的安全关切也值
得关注。在最终实现无核化的过程中，朝
鲜也期待美国给予相应回报。对此，美国
是否做好准备，目前不得而知。

【第一评论】

朝鲜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试
射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半岛局势，推动半岛
无核化和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实现
半岛无核化和本地区持久和平，符合半岛
及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
的共同期待。

包括朝美在内的相关各方已经为朝
核问题的最终解决迈出了重要一步，实
际上已实现了中方此前提出的“双暂
停”倡议。

今后，如何全面、客观、公正地解决朝
核问题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朝鲜朝着
无核化目标努力同时，美国也有必要解决
朝鲜的安全关切，逐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
化，最终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

只有有关各方相向而行，采取切实行
动，作出应有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半岛的
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

■背景链接

朝中社4月21日报道，20日召开的朝
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决定，自2018年4月21日起，朝鲜将
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并废弃
北部核试验场。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全会并
作报告。他表示，核武器及运输打击手段
的开发事业都已科学进行，在实现核武器
兵器化已经得到验证的条件下，“朝鲜不
再需要任何核试验和中远程及洲际弹道
导弹试射。北部核试验场也完成了自己
的使命”。全会决议还说，中止核试验是
为实现世界核裁军而进行的重要步骤，朝
鲜将会加入到全面停止核试验的国际目
标和努力中去。 □ 袁悦 王丰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