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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是个大
孝子。她在我太奶奶
生病以后，一个人在病
榻前精心照顾了太奶
奶五年，直到她去世。

太奶奶 81岁时突
患脑萎缩，在医院住了
近半年，还是不能站立
行走。爷爷觉得医院
不如家里舒服，坚决要
把太奶奶接回家里疗
养，方便照顾她。这
时，他接受了一所大学
的邀请去当教授，在学
校给分的公寓里简单布置了一下，就变成
了安静整洁的家，这样他既能照顾太奶奶，
又能兼顾工作。

每天早晨，爷爷一起床就给太奶奶做
早餐。原本对厨艺一窍不通的爷爷为了太
奶奶开始学做饭，没想到也能做出像模像
样的饭菜。等太奶奶醒了，爷爷轻轻把她
扶起来，一边轻声问她睡得好不好，一边
给她穿衣服，用尽全力把她抱下床，小心
翼翼地放到轮椅上，然后用温水为她洗
脸，再推到餐桌旁帮她系上围兜，拿小勺
一口一口喂她吃饭。有时候汤汤水水会顺
着太奶奶的嘴角流下来，爷爷会迅速用一
块儿柔软的小毛巾，耐心为她擦嘴。爷爷
是那么细心，就好像他是母亲，太奶奶是
孩子一般。

天气晴朗时，爷爷会推着太奶奶去校
园里透透气，晒晒太阳；雨雪天，就在家里
陪太奶奶看电视，边看边和太奶奶聊天，和
她一起回忆从前的美好时光，逗她开心。
有时，太奶奶在看电视时，爷爷会站在她身
后，用一把梳子轻柔地为太奶奶梳头发，或
者帮太奶奶按摩捶背。

有一次，爷爷推着太奶奶出去散步，轮
椅被凸凹不平的井盖卡住了，太奶奶连人
带轮椅摔倒在地。爷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和几个过路的大学生把太奶奶送到了
校园医务室。此时，爷爷的额头上布满汗
珠，两颊发烫，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儿。
医生给太奶奶做了检查，说没什么大碍。
但爷爷还是紧张地握着太奶奶的手，给我
爸爸打电话，哭着说：“我把你奶奶给摔
了！”那样子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过
了一会儿，太奶奶颤抖地说：“没……没
事，你别担心，我死……死不了!”爷爷这才

松了一口气。
太奶奶去世之后，爷爷悲痛欲

绝，挥毫写下：“五度春秋，执汤奉
食，床前尽孝，形影相依，叹不假天
年，何日庭中再侍母；九霄昼夜，茹

素披麻，灵下怀恩，阴阳暌
隔。唯长思畴昔，每逢梦
里又唤儿。”

养养 猫猫 □□刘殿华刘殿华
养猫成了一种时尚，这大约不能同八旗

子弟养鸟、斗蟋蟀、坐茶馆相提并论，那会伤
害很多人的感情，也包括自己。

在左邻右舍都纷纷养起了各形各态的
猫，茶余饭后也都像谈股票、谈生意一样
谈论猫的时候，就因自己居无猫而无话可
谈。终于拗不过儿子的热情劝勉，加之也
是心有灵犀，在朋友的母猫历尽苦痛而终
有所获的时候，抱回一只灰白相间、乳臭
未干的猫仔，成为家庭中最年轻的成员。
几经推敲，取大众化名字“咪咪”。咪咪刚
来时孱弱之极，非但头昂不起来，走路也
摇摇晃晃，很不稳当。一家人都进入紧急
状态：买奶粉、购奶瓶、找毛刷……就像
服侍无母乳的襁褓儿一般，那份忙碌，那份
心诚，真是让人感动。

咪咪日渐长大，那份顽皮、机敏、好奇和
聪颖、天真的模样，惹得一家人都很欢喜。
你用嘴“吱吱”地学鼠叫，它便前爪一卧，后
腿紧弓，伏下脑袋，竖起耳朵，两眼瞪得圆圆

的，一副随时腾地而起的模样；你用纸团掷
于它眼前，它便用前爪左一下右一下，极灵
巧逗弄那纸团，玩得有滋有味；下班回来，你
一推开门，它总是蹲在门口迎接你，亲昵地
冲你“喵喵”叫……

时下人们养猫，大多是为了消遣，或寻
找一种慰藉，而绝不是为了防鼠。如果猫一
旦真的有机会暴露其本性，捉到老鼠，搞得
满地血腥，满脸的饕餮像，那就远不是那么
可爱了，心里总要厌恶许久而不肯谅解于
它。现在想来，动物的异化和退化，原本就
是人类扭曲心态的变相映照。

咪咪愈见大了起来，竟也有了七情六
欲，春日夜里，因身陷囹圄的孤独而叫得
鬼哭狼嚎，使人在很无奈的时候，便拍打
两下，算不得残酷，主要是希望“安定团
结”。当然也有极恼怒的时候，便就忘了咪

咪以往的可爱，动用了家法。然
而这对于咪咪并不见效，反倒变
本加厉地反抗。终于有一天，温
良的咪咪在被惩戒时，以其利爪
尖牙在我手臂上留下了很深的印
痕，转而又抓咬了妻、儿，一家
人都捂着伤口，目瞪口呆于咪咪的疯狂，
最后形成一致意见，将其送人，这样发展
下去，大家都受不了。

那晚，咪咪被人蒙上眼睛要抱走的时
候，儿子的眼红红的，叮咛咪咪的话让人听
了很伤感很动情，但咪咪终归是让人抱走
了。咪咪不在的一周，家中人都觉得很凄
惶，少了魂儿似的不习惯。一个周末，儿子
忍不住，用压岁钱买了许多鱼片，拉我一道
去看咪咪，在朋友家门前，我们见了被绳索
拴着的咪咪，儿子喜形于色地呼叫着“咪

咪”，咪咪却虎视眈眈地无动于衷，儿子将鱼
片一袋袋地拆开，咪咪便狼吞虎咽地吃。鱼
片一扫而光，儿子便想抱咪咪，新主人赶紧
制止：“千万不敢抱，咬人呢！”接着讲：“你这
猫怎么像狗一样，见生人就咬，都不敢放到
屋里，怕伤了客人。”儿子就很气地怪我：“都
是你打的！”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自那以后，我再没去看过咪咪，养猫养
成这样已很寒心，但反躬自身，总感到并没
做错什么，咪咪自然也会这样以为，谁也没
想过理解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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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不知何故，我竟对石头产生了不
小的兴趣。

生活在陕南山区，每天只要一出门，山脚
下、河道边，黑乎乎的石头几乎随处可见。让
我醉心的当然不是这些，而是那些或取其色
彩，或取其形状，或取其质地，或取其图案，或
兼而有之，经过岁月与风雨无数次地打磨，特
征鲜明、具有一定欣赏和收藏价值的石头。
而这样的石头，并非俯首皆是、轻易可得，一
般也只有大河岸边和海滩上才有，且需要极
具耐心地去探寻和发现。

所以每到一地，只要有河，我便设法不失
时机地溜进河边。像丹江河、武关河、老君河
这些身边的河滩上，无不印着我的足迹。就
连前年夏末去大荔，我还特地与人相约跑到
黄河边，只是那时，眼前的黄河一派浊黄，脚
下的黄泥又过于松软粘滑，结果没敢靠得很
近。石头都被黄泥埋住了，别说是捡，见都没
见到几块，倒是零距离感受了一次伟大母亲
河的磅礴与壮阔！

今春驱车路过丹江，在月日镇地段无意
间瞥见，大约绵延百余米长的一大滩河石被
堆放在河岸南边，便身不由己地走上前去。
温暖明亮的日光下，大大小小、色彩各异的石
头泛着迷人的光芒。听说去年冬季，曾有一伙儿人
投资百万，用几台挖机昼夜不停地在丹江河里挖沙
淘金一个多月，这些石头，大概就是他们从十几米深
的河底挖出后集中堆放的。

我一时激动得像个孩子，被眼前无尽的石头所
迷醉，似乎觉得其中不少都是宝贝，一捡起来就有点
爱不释手，而又瞬间否定了自己的判断，将它们一一
扔进河滩。

几个小时过去，抬头细望，那滩石头我大致连三

分之一也没有搜索完。直到我要离去
时，抱在怀里的石头也不过两三个。是
我理想中的那种奇石真的太少吗？不，
因为对于石头我的确懂得太少，也许有
一些宝贝已经被我拿在了手上，最终却
浑然不觉地扔掉了。或者还有好多好
多，就在面前不远处，我尚未涉足的那
些领域里。

几年来，我捡的石头总共也不上十
个。它们有的来自河边，来自遥远的万
山千壑；有的来自近三十米深的井下，
在地层深处被埋藏了不知多少年。从质
量上来看，它们其实并不理想，却也是一
番辛苦所得的收获，仍被我郑重其事地

摆放在客厅的显眼
处，并不定期用水
冲去落在石上的尘
埃。闲暇或无聊之
时，静静地与它们
对视，伸手抚摸它
们。它们那种沉稳
的气质，使我空虚
而躁动的灵魂瞬间
归于平静与充实；
它们奇妙的色彩与
图案，常常使我猜
度再三。

至于这些石头，值钱也罢，不值钱也罢，对我
来说，都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捡石几年，使我渐渐
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诡异神奇的大自然中，真正价
值不菲的奇异之石，的确太稀罕。往往无意中，也
许它就会奇迹般出现在眼前；而当你刻意去寻找
时，却未必能够找得到。就像常年垂钓，垂钓者并
不真正在乎钓了多少鱼、得到了多少。捡石的乐
趣，自在于心，在勇于坚守的信念中，在不断亲近
自然和寻觅的整个过程里。

最近，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动作频
频。特朗普将在 5月 12日宣布对伊核协
议立场，新任国务卿蓬佩奥首访选择了中
东三国，美国正在考虑从叙利亚“金蝉脱
壳”……这一系列新动向，看似一颗颗孤
立的“棋子”，实则是美国在中东布设的一
盘棋局。

发难伊核协议 实为遏制伊朗
随着美国宣布“修正”伊核协议的“大

限将至”，伊核协议是废是留，备受国际社
会关注。

特朗普上台至今尚未详细阐述美国
现政府的中东政策，却在伊朗问题上大费
周章，更把伊核协议作为标靶。有分析
称，在美国现政府眼中，中东乱局似乎已
简化成伊朗问题。作为美国前总统奥巴
马的“政治遗产”之一的伊核协议，就成了
遏制伊朗的不二之选。

特朗普对伊核协议“发难”，根本原因
在于对伊朗在中东地区日益攀升的影响
力非常忧虑。特别是伊朗的弹道导弹研
发，触动了美国原本就高度紧绷的神经，
因为这关系到伊朗核弹的远程投射能力
和实战能力。

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认定伊朗
忠实执行了伊核协议，但美国的核心关
切并非伊朗执行与否或执行力度如何，
而是该国的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在
这个问题上，弹道导弹正是一个重要的
切入口。

特朗普期望以伊核协议为突破口，重
新遏制伊朗。

依靠中东盟友 维护自身利益
4月底，为安抚中东盟友，特朗普委

派新任国务卿蓬佩奥出访了沙特和以色
列。尽管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分歧依旧，但
沙特与以色列高度赞成美国对伊朗的强
硬立场。

以色列与伊朗，有着不可调解的国家
矛盾；沙特与伊朗是地区劲敌，争夺地区主
导权，在很多问题上分歧严重。美国不断
拉拢两者，成为自己在中东最大的盟友，共

同遏制伊朗，构筑自己的中东新战略。
从叙“金蝉脱壳”希望乱中取利

美国官员曾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向沙特等国寻
求帮助，希望组建联合部队，替代美国在叙利亚境
内的军事力量。

不难看出，特朗普急于从中东热点问题中抽
身。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想法已经被一些西方媒
体称为“2.0版的中东退出战略”。正如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所说，目前对美国来
说，叙利亚已经成了“鸡肋”：继续留下来，油水不
大；完全退出去，又有点不甘心。正是在这种背景
下，美国想出了让沙特等地区盟友“接盘”的主意。
这样美国既可以金蝉脱壳，节省人力物力投入，也
能保住在叙利亚的影响力。 □ 毕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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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罗 斯 联
邦新一届总统
普 京 4 月 7 日
在克里姆林宫
宣 誓 就 职 ，开
始其第四个总
统任期。

当天中午，
普京面对俄罗
斯宪法宣读了
总统誓词。随
后，俄宪法法院
院长佐尔金将
象征总统权力
的徽章授予普
京，宣布普京正
式就任俄罗斯
总统。

□ 贾文婷

开启第四任期
普京宣誓就职俄罗斯总统

每到冬春之际，当感到没什么
可吃或懒得做饭时，我就会用两个
红薯裹腹。这不免引起家人的抱
怨。红薯哪能当饭吃？红薯吃多
了对胃不好。

红薯是不能多吃。小时候就
听村头的老人说，遭年馑时，红薯
吃伤了谁的胃，现在谁闻见红薯的
味就会吐。但在我印象中，红薯是
稀物，难得吃到；红薯好吃，干、面、
甜不必说，且吃过后浑身是劲。而
且，每当吃红薯时，我还会常回忆
起小时候两次吃红薯的经历。

记得那次是随父亲进城办年
货，很少进城的我，既不看路也不
看车，却眼巴巴地盯着那一个个烤
红薯摊，废旧的汽油桶上摆着烤
好的红薯，飘着诱人的香气。摊
主那有气无力的叫卖声，对我而
言，像是最动听的广告词。路过
的烤红薯摊多了，父亲也看出了
我的心思，在唉声叹气中掏出几
元钱给我。我飞奔到烤红薯摊前，
买下两个不大不小的红薯，自己首
先狼吞虎咽地干掉一个。后来我
知道，那种吃法叫“猪八戒吃人参

果”。当我把另一个红薯给父亲
时，父亲摇摇头说：“我

不饿，也不爱吃，

你吃吧。”同样的红薯，这次却是那
样的难以下咽。

后来一次是随母亲进城买字
典，有了上次吃红薯的经历，开始
路过烤红薯摊时，我是能管住自己
的。但路过的烤红薯摊多了，嘴里
的口水也越来越多，到后来，嘴里
的口水总比咽下去的多，我便向母
亲嘟囔着要吃烤红薯。开始母亲不
答应，说带的钱只够买字典，但我反
而嘟囔得更厉害了，母亲缠不过我，
就只好答应再遇到烤红薯摊时就给
我买。刚才还哭泣的我，立马阴转
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路边。

当再次看到烤红薯摊时，母亲
拉着我问了价格，当摊主正准备称
红薯，我以为马上会吃到美味的烤
红薯时，母亲却果断地拉着我离开
了那个烤红薯摊，并且说：“烤红薯
有啥好吃的。”没有吃到烤红薯，但
嘴里却没有口水了。我垂头丧气
地随母亲来到新华书店，选了字典
准备结帐时，母亲却坚定地给我选
了另一本既好又贵的字典。而那
时，我潸然泪下。

现在，我还常吃烤红薯，只是
很难吃到
那曾经的
味道。

凡人生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今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东京召
开。2015年 11月，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
议在韩国首尔举行后，由于中日韩各方关系
遭遇障碍，致使定于在日本举行的第七次会
议延宕停摆。

此次，中日韩领导人时隔两年半相聚东
京，特别是当前全球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的严峻挑战，且恰逢朝韩关系回暖的关键节
点，外界对中日韩领导人将为三国合作、地
区和平发展开创怎样的新局面格外关注。

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当务之急

今年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东盟与中
日韩（10+3）框架外举行 10周年，明年将迎
来中日韩合作启动20周年。面对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的共同挑战，中日韩领导人将如何
携手应对引起外界聚焦。

美国《纽约时报》刊文说，在美国发出关
税威胁之际，这次会议为三国领导人提供了
一个商讨商业联系的机会。新加坡《海峡时
报》认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日韩将
强调自由贸易对亚洲繁荣的重要性，并将宣

布加速2012年启动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磋商。三国还将就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谈判达成一致。

据世界银行估算，中日韩经济总量在全
球占比超过22%。三国在维护自由贸易、构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方面面临共同挑战。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责任

朝韩上月底举行“历史性”首脑会晤。
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恰逢北南关系出现
难得的向好势头，利用这次会议的契机，三
国领导人围绕半岛局势将如何增进共识、推
动半岛局势继续向好发展也是外界的一大
关注点。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近日表示，会议期间将与中韩共商使朝
鲜迈向无核化道路，及三国经济合作等议
题。安倍表示，“为了日中、日韩关系今后的
发展，将从一切角度展开讨论”。

中方为和平解决半岛问题一直积极劝
和促谈，提出的“双暂停”倡议为北南改
善关系创造了基本条件。中国外交部副部

长孔铉佑日前就李克强总理出访在媒体吹
风会上表示，结合当前朝鲜半岛形势出现
最新的变化，如何能进一步巩固半岛局势
回稳向好的势头，如何通过接触对话推进
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机制？在这些问题
上，相信三国领导人会充分深入地交换意
见，向外界进一步传递三方通过协调合作
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和
平与稳定的坚定姿态。

提升中日韩合作有助地区和平稳定发
展，这是中日韩三方的共识。日本外务副
大臣中根一幸日前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韩三
国合作国际论坛中表示，日中韩互为邻
国，不仅是政府层面，希望通过推进各种
层面的对话与合作，进一步推动三国合
作，以使整个地区更加和平与繁荣。

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借势推进

李克强总理此访还将对日本进行正式
访问。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
时，中国总理 8年来首次访问日本，能否
促成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轨备受关注。

从日媒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这次日方
对中国总理到访十分重视。日本政府给予
李克强“公宾”待遇，这是日本接待外国
总理访问的最高礼遇。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长杨伯江表
示，对于中国总理时隔 8年到访，日方的
准备非常充分，期待值也相当高。去年继
日本官方正式表态改变对“一带一路”的
态度后，日本又派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经济代表团访华，这说明加强中日经济合
作是日方最渴求的事。“这次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可能会取
得实质性进展，重点领域可能包括基础设
施、物流、中小企业改革、节能环保项目
等等。”杨伯江认为。

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向好势
头。杨伯江认为，中日关系今后长期稳定发
展，首先要回到正常轨道，再实现长期健康
稳定发展，其基本时代背景和条件是全球
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让中日这样的邻国
相互依存度更高，这可能会增加几分对中日
关系未来的战略自信。” □ 姚丽娟

据外媒报道，西班牙民
族分离组织“埃塔”宣布彻底
解散。“埃塔”的解散表明，通
过暴力手段寻求分裂违背时
代潮流，不得人心，最终只会
化为历史的尘埃。

提起“埃塔”，现今人们
可能不太熟悉，但其在上世
纪中后期曾让西班牙、法国
乃至整个欧洲闻“埃”色变。
其时，“埃塔”与争取北爱尔
兰脱离英国统治的爱尔兰共
和军一道，成为西欧活跃的
民族分离组织，让欧洲人饱
受折磨。

“埃塔”成立于 1959年，
主张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
南部巴斯克地区建立独立的
巴斯克人国家，遭到西班牙
和法国反对。为达到其政治
目标，“埃塔”走上了暴力求
独的不归路，通过暗杀、绑
架、爆炸等恐怖手段夺走了
800多人的生命。“埃塔”犹如伊
比利亚半岛上的恶魔，吞噬着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

“埃塔”走向穷途末路的直接
原因是欧洲各国对暴力求独予以

铁腕打击。西班牙和法国一
直对“埃塔”采取强硬态度，坚
决不与其谈判。两国警方和
司法部门通力协作，重拳出
击，不断压缩“埃塔”的活动空
间。最近 10多年来，一些核
心领导成员被抓，300 多名

“埃塔”成员在西班牙各地服
刑，一些骨干分子逃往海外。
在强大压力之下，2011年 10
月，“埃塔”宣布永久停火；
2017年 4月，“埃塔”宣布“完
全解除武装”并交出藏匿的武
器。此番“埃塔”宣布彻底解
散，标志着西班牙和法国联手
打击分裂主义的重大胜利。

“埃塔”走向穷途末路的
根本原因是民族分裂主义逆
历史和时代潮流，不得人心。
在巴斯克地区，绝大多数居民
不赞同“埃塔”的暴力行径。
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埃塔”依
靠绑架勒索、偷盗等手段“搞

创收”，更令人不齿。
“埃塔”解散是一面镜子，揭

示了世上所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
义组织的最终下场。

□ 吴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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