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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雨水多，麦子熟了得抢
收。不然，眼见到嘴的麦子就有可
能被老天糟蹋了。富贵爹有五亩
麦子，其中有两亩多是梯田，需手
割肩背。

富贵爹望着这两亩多梯田却
犯起愁来。因为，老伴不久前上山
放羊，摔伤了腰，正卧床静养呢，一
点忙也帮不上。自己六十多岁了，
干起农活来，总是心有余力不足。
这收麦子又是个重活，单凭自己，

一把老骨头非累散了架不可。富
贵爹就想找个帮手，适逢周末，富
贵爹就打电话给独生子富贵。富
贵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工作，
还娶了个城里媳妇。

富贵急爹之所急，放下电话就

往回赶，连媳妇也带了回来，媳妇
怀里还抱条京巴。

为赶早凉，富贵爹鸡叫二遍就
下地割麦了，富贵却太阳升得老高
了才来到麦田。富贵爹把镰刀递
给富贵说：“你媳妇呢？”富贵说：

“在家伺候京巴呢。”富贵爹有些耳
背，听岔了，说：“你妈不用怎么伺
候，自己拉根棍子，也能下床上茅
房。”富贵提高声音说：“是在家陪狗
呢！”富贵爹这下听清，一下子拉长
了脸说：“城里狗跟乡下狗不一样
吗，还要人伺候，我看就是借口！”

富贵不想媳妇被爹误会，就给

爹灌输养狗经：“爹，你是少见
多怪。现在城里养狗跟养孩
子似的。就说我们家的京巴
吧，每天都要照顾它饮食，陪
它听音乐，给它讲故事，以此
培养它的灵性，你瞧我们家的
京巴多乖巧可爱；还要按时遛
它，带它接触自然，呼吸新鲜
空气，帮它健身，以免丧失狗

的本能；还要经常带它参加圈子聚
会，让它交朋结友和谈情说爱。借
此以狗会友，圈子里的狗主人什么
人都有，我们大老板就是圈子里的
狗主人。前几天，他的狗发情，就
是我们家京巴给配的。现在，我与

大老板有很多话题聊。”富贵爹鄙
夷地说：“原来养狗是为了沾狗的
光，瞧你们真有出息啊！”

富贵见一时打消不了爹的误
会和成见，就闭了嘴，弯腰开始割
麦。可是麦子没割几捆，媳妇就打
来电话，说狗粮全被猫偷吃了，京
巴饿得直叫唤。

富贵着急地说：“乡下哪有卖
狗粮的，这可咋整啊？”富贵爹在旁
边听见了，见富贵急得像火上墙似
的，虽然气富贵两口子玩物丧志，
却又有点于心不忍，说：“昨晚你俩
吃的大公鸡，还剩不少呢，我和你

妈没舍得吃，给喂点。”富贵说：“这
狗一直喂的狗粮，不能乱喂人吃的
东西。”富贵爹瞪着富贵说：“人都
能吃，难道狗不能吃？”富贵说：“鸡
肉太糙，京巴肠胃接受不了。再
说，我喂的狗粮是进口的，科学配
方，上百元钱一斤呢。”富贵爹一
听，全身一哆嗦，镰刀差点割到
手。富贵爹心里一算，几亩麦子的
赚头，也只够买几斤狗粮的。

富贵说：“爹，这麦子我不能再
割了，我得回城买狗粮去。”富贵说
完，就丢下镰刀，急匆匆地走了。
富贵爹望着富贵远去的背影说：

“这城里的狗还真是比人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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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作为个人符号的名字，像咱这平
头百姓，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随礼礼单了。
在故乡诚然是老门老户，离家再久远，结婚、
乔迁、小孩儿抓周、老人故去这些礼数，是想
避也避不开。十多年前迁居山城，有了老家
该送礼而忙于琐事的无奈，遇见了似做错事
面红耳赤解释得口干舌燥，末了人家依旧是
目光迟疑表情冷漠，从此疏于往来。这礼节
一代一代传下来仍将传递下去，走得再远走
不出故乡，那是根脉，该送的礼托人关注着，
实在腾不开身由亲戚代为奉送。

这毕竟不同那碍于情面的随礼。好几回
随大流去了曾经熟人子女的婚礼现场，两亲
家合在一起办婚宴，见到主东，对方很是惊
讶，说：“娃结婚还让你破费呀，你家有啥事咱
都不晓得呀……”这不是你自个发的信息还
装蒜。末后才晓得，人家是群发，根本没当回
事儿，唉！

不经意间有了艺术爱好，好几个圈子呢，
艺术水准没见长进，随礼
却成了正题，悲哀的是平
日里淡漠自己存在的，有
了随礼事宜发动几波人再
三叮咛，言传一声就已铭
记于心，诚恐生怕遗忘时
日，哪消得他人这般上心。

城 里 也 有 城 里 的 好
处，不曾尴尬如家乡送礼
礼单名字备注注脚。掂对
一下，俺这名字并不响亮，
也没有抑扬顿挫的韵律，
乍一听还有些俗，名字只
不过是个代号，区分开叫
张三了就不是李四不是王
麻子，不意味大名字定有
大作为。只是惊奇这样不
起眼的名字竟有好多人
起。小时候信息不发达，距离远相互间起的
名字重复无可厚非，却是同一家族隔着个生
产队还有同乡紧邻一个大队起重样的名字。
同宗叔父在一次闲聊中知道了女儿名字，他
就将自己孙儿的名字改作和我女儿一样，好
在他只听到读音未问及名字写法，才避免了
又一次重名，至此我才闹明白他二儿子和我
为啥同名了，这咋不让人感觉别扭呢。

如今，同名闹出好多尴尬来。年前乡下
一个与我同名者进城办事遇到交通违章，在
滨河西路交警岗楼玻璃上被贴了张检讨书，
我不曾留意，倒是县纪委一个朋友路过此地
将检讨书拍照发我微信上，后边还附个笑脸
眨巴眼睛，大有取笑之意，我也懒得解释，回
复个笑脸以应之。

文明进步到今天，一切该与时俱进，革除
陋习，涤荡虚伪留住真诚，还原一个安静平民
世界……

昨晚，二哥打电话说，给我
的邮箱发了封邮件，是他的入
党申请书，让我看看，给他把把
关，在文字上给他再润色一下。

二哥是地道的农民，或者
可以说是农民工，田地里的活
忙完了，他就常年在县城打零
工，开个小型拉货车，帮人拉
货送货。1959 年出生的他，今
年虚龄也 60 岁了。
他这样的情况，还
要申请入党，在世
俗者眼里大概有点
不可思议。其实，
此前二哥多次谈起
过要入党，也写过几
次入党申请书，这次
是他写的又一封申
请书了。

我仔仔细细地
读 了 二 哥 的 申 请
书。他的入党愿望没有华丽的
辞藻，没有一点功利的色彩，
完全是自己对党直白的心声，
是他发自肺腑对党的热爱、对
党的信仰。

二哥在申请书里写到，自
己曾经是一个无法被推荐上高
中的“可教子女”，一个“短款
户”家庭里唯一的劳动力，一个
连娶媳妇都很困难差点给人做
了“上门女婿”的人，一个无力
盖房子而住在别人废弃的烂窑

洞里的人，因为党的改革开放
和一系列富国富民的政策，光
景便如同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了。娶上了媳妇，住上了 2层小
洋楼，有 3 间大平房、2 间大厨
房；生活有自来水，做饭有液化
气，洗澡有太阳能；3 个孩子也
都在大学毕业后进了国有企事
业单位工作，都在大中城市买
了 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也都
有了小汽车。叙述完这些，二
哥对自己要求入党的原因作了

总结：“我的经历和
我生活的变化，使我
认识到党的伟大。”

读二哥入党申请
书中追述的这些，我
想到了不仅是我们
生活的变化，还有我
们 政 治 上 的 变 化 。
我的父亲解放前曾
经在国民党的县党
部任过职，“文革”
中他经常受批斗，我

们这些做子女的，也是灰溜溜
的“可教子女”。如今，我们兄
弟姊妹和子女加起来共 21 人，
合计入党比例超过了 60％。
想想这些，我不仅十分理解二
哥的入党愿望，而且竟有一种
恍如隔世之感，不禁潸然泪下
了。我当即拿起电话给二哥
打了过去，交流了我的看法，
最后，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
说道：“咱都得感谢这个伟大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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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烟 袋旱 烟 袋
□□杜学峰杜学峰

我对山村老人的印象，是从旱烟袋开始
的。有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电视剧，
包括一些摄影图片，往往都有手握旱烟袋、
胡须花白的老人。旱烟袋成了农村老人的
象征，也是一段历史的道具与见证。

飞扬的烟灰、盘旋的烟圈、弹指间的潇
洒；有时只是点着，看袅袅青烟悠然摇摆，
解除无聊和烦恼。常言道：烟酒不分家。
曾几何时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敬人抽
烟是基本礼节，而且不能落下在场的每一
个人，否则会得罪人。在某些场合，劝“烟”
和劝“酒”同等重要，甚至大有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的势头。

在我的记忆中，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
无论是下地还是串门，都习惯把一支长长
的旱烟袋用手握着或别在腰间。累了休息

的间隙，便坐在田间地头的苇笠蓑衣上，也
可是一处干净石头或草地上，甚至干脆把
锄头、镢头、犁耙等农具放倒，坐在它们光
亮的木柄上，然后从腰间拿起烟袋，在身边
石头上或者鞋底上敲掉烟袋锅里残留的烟
渣，再把烟袋锅插到烟包里麻利地按上一
小撮旱烟丝，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匀称地抚
平，仔细端详一阵，慢悠悠地划着火柴把烟
点燃。最后狠狠吸两口，一是把烟袋锅里
的烟烧旺，二是能够真实而迅速地过把烟
瘾。接下来，便可在吞云吐雾中尽情品尝
烟的滋味。如果在家里，老人不会轻易用

火柴点烟，而是直接把烟袋杆伸到灶底或
者炉子上将烟袋点燃，其他在座的同龄人
便把烟袋挤到一起，相互借火。

我爷爷一生秉性耿直、重情重义，乡里
乡亲都很敬重他。无论是搞合作社还是
整修水库，爷爷一直都是认真细致、公道
实在，后来担任了十多年的大队保管员。
大队的仓库就在村前，仓库里来人少，爷
爷忙碌完就用嘴衔着那根旱烟袋，狠劲地
抽几口，因而抽烟也成了习惯。无论赶路
还是做农活，旱烟袋总不离身，大都别在
腰后面。碰到烦心事，也吸着烟，紧锁眉

头，缓慢地吐着烟圈。参加工作后，有时
我递上卷烟，爷爷总是说：“这烟又贵，又
没味。”有时，他还会把烟纸撕开将烟丝再
装入光亮的烟袋锅里。有一次，爷爷把旱
烟袋给我，让我吸一口。我把烟嘴放在嘴
里猛地一吸，烈烈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
心里直呼上当了。爷爷嘿嘿地笑着，又接
过烟袋吧嗒吧嗒地抽开了。

烟袋对于村里的老人来讲，那是形影不
离、相伴四季的伙伴。烟袋升腾的浓浓烟
雾里，有春耕秋收的辛劳与惬意，有谈天说
地的沉思与感悟，有家庭和睦、子孙缠膝的
幸福与满足，也有琐事扰心的愁怨，更有对
生活、生命的真切感慨。

现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
质量的提高，“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为大家
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吞云吐雾，而爷
爷腰间别着旱烟袋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始终
记忆犹新。

“挽救”伊核协议走到十字路口
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与

伊朗外长日前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伊
朗核问题外长会。与会各方通过联合
声明，重申共同维护执行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不动摇，并致力于解决美国退出
协议后出现的问题。

有分析指出，本次外长会是伊核协
议走到十字路口时举行的一次重要和
及时的会议，与会各方将继续遵守执行
伊核协议、反对有违国际法的单边制
裁，有效维护好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面
对即将重启的美国对伊朗制裁，各方如
何维护协议面临不小挑战。

履行伊核协议意义重大

此次外长会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将
继续遵守执行伊核协议的明确信号。
联合声明肯定了过去一段时间各方执
行伊核协议取得的进展，认为各方需要
恪守承诺，继续维护和落实协议。

声明就如何保障伊朗在伊核协议

下的经济利益作出多项承诺，主要包括
与伊朗进行更广泛的经济合作以确保
伊朗的金融通道畅通、确保伊朗原油及
相关产品的出口、有效支持与伊朗开展
贸易的实体、鼓励对伊朗继续投资等。

各国与会代表表示，美国退出伊核
协议并实施单边制裁有违自身承诺，有
违国际法，也有违伊核协议自身的规
定。各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沟通协
调，共同维护伊核协议，维护各方根据
协议享有的正当权益。

德国外长马斯表示，此次会议传递
出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那就是各方将
继续坚持伊核协议，进一步履行伊核协
议意义重大。

分析人士指出，在伊核问题何去何
从的十字路口，本次外长会的举行恰
逢其时。目前伊核协议面临一定不确
定因素，除美国以外的伊核问题相关
方能够坐在一起对话协商，向外界释
放积极信号，对于坚持多边主义具有

重要标志性意义。

维护协议不会一帆风顺

2015 年 7 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
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
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
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
国际社会反对，于今年 5 月 8 日宣布美
国退出该协议，并重启因该协议而豁
免的对伊朗制裁。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国内对
伊朗留在伊核协议内的质疑声、对西方
国家的不信任情绪越发强烈。伊朗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此前明确向欧洲提出
伊朗留在伊核协议内的条件。近期，欧
盟提供了初步的一揽子经济补偿计
划。然而，最近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
电话的过程中，伊朗总统鲁哈尼形容
英、法、德三国提出的“挽救”伊核协议
一揽子经济补偿计划“缺乏实际的运作

方案和明确的实施办法”“是令人失望
的”。在访问奥地利期间，鲁哈尼还强
调，只有当伊朗能够在经济上获益的时
候，才会继续留在伊核协议中。

根据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重启的
对伊朗相关制裁规定，美国将于 8 月 6
日重启针对伊朗汽车业、黄金贸易和其
他主要金属交易的制裁，并于 11 月 4 日
重启针对伊朗能源业和石油交易、央行
交易等的制裁。美国政府还“游说”欧
洲和亚洲多国停止与伊朗进行包括石
油交易在内的生意往来。

分析人士指出，三年来的实践证明，
伊核协议不仅化解了伊核危机，对维护
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果伊核协议最终难以为继，其影响绝不
仅仅限于伊核问题本身，还会对国际核不
扩散体系的运行和中东地区形势走向带
来严重负面影响。因此，相关各方以及国
际社会需要继续努力，发挥智慧，确保伊
核协议得到维护和执行。 □ 李明

姓人家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百

英国多家媒体 7 月 8 日报道，因不满首相特
雷莎·梅的脱欧方案，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
维·戴维斯当天深夜提出辞职。英国政府 9 日任
命多米尼克·拉布为“脱欧”事务大臣。

分析人士认为，“脱欧”事务大臣辞职凸显英
国内阁在脱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可能进一步拖
累英国脱欧进程，并对英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英国媒体报道，戴维斯在写给梅的辞呈中
说，当前的脱欧政策会将英国大部分经济控制权
交给欧盟，让英国在与欧盟的谈判中处于劣势。

戴维斯表示，自己无法支持这样的政策，是
一个“不情愿的服役者”。根据报道，梅在回信
中表示，自己不赞同戴维斯就脱欧政策作出的
判断。

本月 6 日，英国内阁成员经过 12 小时商谈，
就脱欧方案达成一致。方案提出，英国将与欧
盟同在“一个货物自由贸易区”并与后者保持紧
密贸易关系。同时，英国可自由与其他贸易伙
伴订立贸易协议。为保障跨境贸易顺畅，英国
将执行与欧盟相同的规则手册，确保包括农产
品在内的英国货物符合欧盟标准。在服务业方
面，英国脱欧后将自主制定监管法规，相应，脱
欧后，英国服务业不再享受当前自由进入欧盟
市场的待遇。

这一方案被舆论广泛解读为“软脱欧”，并
遭到“硬脱欧派”批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戴维斯不支持梅 6 日提出的方案，但其意见最
终被“忽视”。按计划，英国政府发布脱欧白皮
书后，“脱欧”事务大臣要去欧洲多个国家游
说，可能这份“不情愿干的差事”最终让戴维斯
选择辞职。 □ 刘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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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批准普吉沉船事故赔偿预算
总计约1300万元

在查龙码头在查龙码头，，相关救援和后勤车辆正在待命相关救援和后勤车辆正在待命

据泰国《世界日报》
报道，7 月 9 日，泰国观
光与体育部紧急召开
会议，批准普吉船难赔
偿预算共计 6390 万铢
（约 合 人 民 币 1277 万
元），遇难者每人赔偿
100 万铢（约合人民币
20万元）。

观光与体育部常务
次长蓬帕诺 9 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表示，外籍游
客赔偿基金管理委员会
紧急召开会议，以研究
普吉船难伤亡人员赔偿
内容。会议批准 6390万
铢赔偿预算用于帮助普
吉船难事件死伤者。

具体内容包括：1、
遇难者每人赔偿 100 万
铢；2、受伤游客医疗费用每人不超过 50 万铢，目前
有 10人；3、心理治愈费用，每人 2万铢，目前共计 74
人；4、旅程因事故突然中断，每人赔偿 2万铢。

蓬帕诺还说，这些赔偿措施可以算是赔偿基
金的最高赔偿金额。

至于运送遇难者遗体回国事宜，由保险公司
负责，因为根据资料获悉这些游客全都在所属的
旅游公司购买旅游保险，保险赔款每人 100 万
铢。政府赔偿预算已经加上保险赔偿金额，以便
不重复。 □ 李雪梅

据韩国国防部和安全行政部 7月 10日联合发布的
消息，韩国将暂停今年的“乙支演习”，并从明年开始
实施新形式的“乙支太极演习”。

韩国国防部和安全行政部表示，这是韩国政府根
据当前安保形势和韩美联合军演暂停方针作出的决
定。新的“乙支太极演习”将不仅针对外部武力攻击
威胁，还包括应对恐怖袭击、重大灾难等内容，是韩国
军、民、政府共同参与的综合性安保演习模式。

自 1953 年朝鲜半岛停战以来，美韩每年都会举行
大规模联合军演。朝鲜对此一直表示不满，将其视作
敌视朝鲜的威胁性举动。 □ 陆睿 耿学鹏

太阳系首个“星际访客”可能是颗彗星
去年发现的雪茄状天体 Oumuamua 被认为是太阳

系首个“星际访客”。一项新研究显示，从速度等方面
的特征判断它更可能是一颗彗星，而非此前认为的小
行星。

2017年 10月，美国夏威夷大学研究人员首次发现
了这个不速之客，它被命名为 Oumuamua，在夏威夷语
中意为“远方的信使”。随后的研究显示，它可能是首
个从星际空间来到太阳系的访客。由于不具备彗星
经过恒星附近时因融化并释放气体等而形成的彗发
等特征，它曾被认为是一颗小行星。

夏威夷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
杂志上发表论文说，这个天体正在飞离太阳系的速度
比原来预测的更快，不符合小行星受太阳系内天体引
力作用而计算出的速度。

论文作者之一、欧洲航天局天文学家马尔科·米凯
利推测，这个“星际访客”可能是一颗彗星，它被太阳
加热后会喷射物质，从而获得额外的推动力，因此它
以比原有计算更快的速度脱离太阳系。 □ 袁勃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 7月 9日说，他们发现了地质记
录史上已知最古老的颜色，这种从非洲撒哈拉地区地
下岩石提取出来的亮粉色色素形成于 11亿年前。

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研
究结果显示，从西非毛里塔尼亚的海相黑色页岩中
提取出来的色素比此前发现的色素早了 5 亿多年。

论文第一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的努尔·古奈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亮粉色的色
素是叶绿素分子的化石，叶绿素产生于古代海洋中
有机物的光合作用。”这项由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
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显示，化石粉末浓缩时的颜色
为血红色到深紫色，亮粉色是稀释后的颜色。

研究负责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副教
授约亨·布罗克说，海藻的体积比蓝藻大1000倍，是更丰
富的食物资源。蓝藻 6.5亿年前在海洋中消失，而海藻
则开始迅速扩张，为复杂生态系统的进化提供大量能
量，最终出现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型动物。 □ 周舟

非洲发现迄今已知最古老的颜色

韩国决定暂停今年“乙支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