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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喜欢喝茶。每天早上上班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为自己沏上一杯热茶放在手边，工
作累了喝上一口，既解渴又提神，那种感觉，
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享受。

一包茶叶可以冲泡三遍，每遍一杯，刚
好三杯。早上喝一杯，中午喝一杯，等喝第
三杯时，下班了。每次临走前收拾桌子，看
着面前那杯一口未喝、蜂蜜一样的金黄色茶
水，心中总有一点难舍的纠结。倒了，有点
可惜，茶泡第三遍，茶水正是清香怡人的时

候。不倒，在办公室放一晚上，明天早
上肯定喝不成了，白白给杯子增加一些
茶渍。想来想去，狠心还是倒了。倒是
倒了，心中总觉得不美气，每倒一回，便
要经受一次感情的折磨，似乎丢了一个
宝贝似地。次数多了，心中的愧疚越积
越大，越来越难以接受，慢慢地竟成了
一个过不去的坎，似乎这个事一天不解
决，内心就一天不得安宁。

每天晚上散完步后要写一会儿文
章，大概是由于刚刚运动完的缘故，写文
章的过程中特别想喝茶，想喝那种淡淡
的茶。刚泡的茶太浓，喝了容易失眠，

而白开水过于寡淡，喝得人大脑一片空白，
想想都反感。那么，到哪里去寻淡淡的茶
呢？我想起了每天下班时倒掉的那杯茶，于
是，每天下班时我特意将那杯茶带回家，晚
上写作时慢慢地享用。它似乎就是为晚上
写作定制的，不仅解渴提神而且抚慰心扉。

自从把茶水带回家后，再也没有了每天
下班时的那番纠结，仿佛是悬在心里的一块
石头落了地，所有的牵肠挂肚一扫而光，人
一下子轻松了。

与她们相比，我就是名门闺秀。这年
头，谁还敢像我一样豪气地宣称自己来
自五星级大酒店？我独享中秋礼品专柜
的正中央，亮眼的包装与不菲的价格，让
多少经过我面前的男女老少，眼里顿时
充满了异样。我的姐妹不多，可我们都
占据着商店和超市的最显眼位置，中秋
节前的主打明星，非我们莫属。

高处不胜寒，从离开酒店制作间、套
上豪华套装的那一时刻起，我就感到了莫
名的孤独。我能中意的那位有情人，你在
哪里？从上柜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无比期
待，一天、两天、三天……时间在漫长的等
待中渐渐流逝，商场人来人住，可我的知音
还是难觅。让人生气的是，我旁边那些整
天挤在一起，素面朝天、出身卑微、值不了
几个钱的家伙，却一个个被人高高兴兴地
领走了。

等啊等啊等，终于在上柜第五天等来
了我的真命天子。他是在快下班的时候
来的，走路的样子有点风尘仆仆，他径直
来到我这个专柜前，看了看我的漂亮身

影和价格标签，就毫不犹豫地用双手捧
起我刷卡走人。真的，我很喜欢这种一
见钟情的感觉，我偷偷打量了他一下，
他的车不错，内饰像宝马，坐起来像奔
驰。他带我来到了一家位置稍偏但装修
大气的酒店，没想到酒足饭饱之后，他毫
不吝啬地把我送给了一位穿着考究的老
板，还低三下四地说，“今后还请多关
照。”老板没有推脱，很自然地接过我，一
脸笑着说，“这么好的月饼呀，谢谢谢谢，
今后我们合作愉快！”

他是一个商人！商人重利轻离别，我
离开他坐上这位看上去还不显老态的老板
的车，竟没有常人所想象的伤心的滋味。
老板在车上不停地打电话，好像是要约一
位很重要的客人，为了约到这位客人，老板
不停地找朋友帮忙。

我躺在车上思前想后，估计自己明天

又要被转送给别人了，而且应该是老板电
话中的那位重要客人。果不其然，第二天
十点半，老板带我来到一个高档小区边，
又在我盒子里塞了一个厚实的信封，然
后才小心谨慎地把我交给了一个保姆样
的中年女人。老板小声地对她说，“还请
转告主任祝他节日快乐！”中年女人应付
地回了声谢谢，转身就走了。

保姆把我带回家马上就交给了主人，
她是一位保养得非常好的女人，她熟练
地打开盒子取出信封，然后就直接把我
扔进了她家角落里的一个小仓库。仓库
里东西不少，有名烟名酒和其它认不出
的礼盒等。黑乎乎的仓库，难道这就是
我的最终归宿？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好，才在仓库里呆
了一天，我就被她家的小帅哥请了出来，
正上高三的他要拿我送给班主任老师。

儿子的事妈妈非常重视，亲自开车到老
师家门口，把老师请到车里说了一阵亲
热话，然后才把我和一张红色的购物卡
一起交到了老师手中。

走进老师的家后，我差点惊掉了下
巴，老师的丈夫竟然是在商场买下我的
那位商人。

有句歇后语“裁缝掉了剪子——光
剩下尺（吃）了”。这是嘲笑馋嘴光知道
吃的人。时下，人们雅称这种人为“吃
货”。有些人还自诩为“吃货”，引以自
豪，不怕别人笑话。

吃货也不尽相同，有的光吃不长膘，
有的能吃出三百多斤的体重，吃成大胖
子，为肥胖发愁，又吃减肥药想减肥，何
苦折腾？！

能吃成大胖子的吃
货，大多胃口好。“牙好，
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
体倍棒”。像大肚弥勒、
不倒翁，行动不自如，勉
为其难。

吃货不单是指吃食物，还有广义的
吃货。凡“进口”的东西，都视为吃。下
棋吃对手的棋子，炒股吃股票，战场上消
灭敌人“吃掉敌军多少”，连港口货物吞
进都叫“吃货”……

还有一种吃货是贪官。贪得无厌，
大贪不义之财。有顺口溜讽刺不法的

“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不光两头吃，
还通吃。这种贪官的信条是“不吃白不
吃，吃了不白吃”，自觉得是“吃货，吃白
食，白吃食”。当东窗事发，被查处时，才

恍然大悟，原来并非白吃，而“黑吃”。干
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搞的是暗箱操
作。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吞吃
了有毒的诱饵，成了上钩的落网之
鱼。曾经鲸吞、海吃，百吃不厌，到头
来自食苦果，悔之不及。有的连吃饭
的家伙也没了。

“民以食为天”，吃是人之天性，人生
第一要务“千里做官，为的吃穿”。何况
平民百姓。吃货无过，也无可非议，问题
在于吃什么，怎样吃，为什么吃？俗话

说“吃人家的嘴软”
“酒杯一端，政策放
宽”，已有深刻教训。
要会吃，不能吃的不
吃，不该吃的不吃，变
质、腐败、有毒的食品
绝对不能吃；要管住

嘴，把好关，不当馋嘴猫，接受病从口入
的教训。不贪吃、不胡吃、不乱吃、不偷
吃……“美食不可尽用”即使好东西吃
多了，吃胀了，也不容易消化，伤肠胃，
甚至患病有害身体。不然，吃货成了

“吃祸”——吃出祸端，要治愈可就难
了。一口吃不出胖子，撑出病来，病来
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吃出来的病，不
可能吃回去，只有医治才能根除。要善
待吃货，善做吃货，才能有益身心健康，
千万别干“吃不了兜着走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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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单位生活小区居住后，小区车棚应运
而生，看车人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我所经历的
看车人也如行云流水般换了一茬又一茬，铁打
的车棚流水的看车人，而他们的故事也是百味
人生、令人感悟。

记得刚搬来小区时，最早的看车人是一位
中年妇女，她也是第一批车棚人，由于赶上孩子
中考，她常常让婆婆代替看车棚。她婆婆身材
虽然高大，但是说话却很和气，平时总是笑容
满面，待人热情，见谁来了都主动打招呼，虚寒
问暖，时间长了人们把她当成了真正的看车
人。我每次来放车取车，都会被她的热情所感
染，她的笑容是发自内心、很真诚的那种，让人
看了非常舒心。老人早年失去了老伴，独身多
年。因为她良好的品行和温柔的性格，这个阿
姨跟一名退休老干部组织
了家庭，不看车棚了，阿姨
的老年终有所养所乐，这家
人的看车生涯结束。

接着又迎来了张师傅
一家，张师傅是 7414 厂的退
休老工人，个头不高，瘦瘦的
不爱说话，但是人稳重而安
静、记性好，谁的车放在哪个
车位，记得清清楚楚，他跟老
伴两人一块看车棚。

后来我搬到另一个小
区，楼下就是车棚，看车棚的
李师傅老两口很是热情认
真。李师傅精明能干，写得
一手好字，车棚通知如书法
一般，令人惊叹。老两口随
和热情，李阿姨喜打麻将，
每天下午两桌麻将准时开
战，玩麻的、观战的、带孩子
的，人声鼎沸，煞是热闹，同
时这里也成为小区一景。
李师傅兢兢业业，按时打扫
车棚卫生、登记车位样样操心。李阿姨常常不
管车棚之事，李师傅就由她去，李阿姨不打麻将
时，就会有人来找她聊天，用她儿子给买的录音
机放音乐，几个老人一块儿跳舞，有时候我兴趣
来了，也会加入她们的队伍，整个楼下热闹非
凡。李师傅、李阿姨人缘好，也是创造了车棚
新气象。可是好景象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由
于李师傅家里发生了一些事，人手紧张，他们
一家人只能告别看车生活，离开了车棚，他们
走后，车棚前面再也无往日的快乐热闹景象。

再后来也就是现在又迎来赵师傅，赵师傅做
事认真，不苟言笑。每晚认真清理车位，凡是没
有把车子放在车位上的，必在其车上放一块牌子
写上醒目字，责令其归到自己的车位。他也没有
其他爱好，一心围着车棚转，以车棚为家，赵师傅
说他喜欢看车棚，估计这回物业是找对人了。

流浪的月饼
□□龙玉纯龙玉纯

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9 月 24 日发布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白皮书，旨在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
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
动问题合理解决。

白皮书全文约 3.6 万字，除前言外，
共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中美经贸合作
互利共赢、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美国政
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美国政府的贸
易霸凌主义行为、美国政府不当做法对
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中国的立场。

白皮书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
家。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

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
的影响。

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
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
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
控分歧。长期以来，两国政府本着平等、
理性、相向而行的原则，先后建立了中美
商贸联委会、战略经济对话、战略与经济
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等沟通协调机制，双
方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保障了中美经
贸关系在近 40 年时间里克服各种障碍，
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和推进器。

白皮书说，2017 年新一届美国政府

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抛弃
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基本准
则，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
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作
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
等手段进行经济恫吓，试图采取极限施
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

白皮书说，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从维
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出
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
原则，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国关
切，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克
服各种困难，同美国开展多轮对话磋商，
提出务实解决方案，为稳定双边经贸关

系作出了艰苦努力。然而，美国出尔反
尔、不断发难，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
间内持续升级，使两国政府和人民多年
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
损害，也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
则遭遇严重威胁。为澄清中美经贸关系
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
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中国政府特发
布此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
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繁荣、稳
定。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
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中国的立场
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 □ 韩洁 刘劼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 9 月 24 日表
示，加沙地带基本药物严重短缺威胁着数千名慢
性病患者的生命。

巴勒斯坦卫生部官员马希尔·沙米亚当天在
加沙城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加沙地带需要 143种基
本药物，但其中 100 种短缺、16 种将在 3 个月内耗
尽，很多需要持续用药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
等慢性病患者连续数月得不到应有药物治疗。

沙米亚说，加沙地带医药卫生领域“前所未有”的
困境增加了患者们的苦难。“由于药物短缺，他们既无
法从政府卫生中心开药，也无法从市场上购买。”他呼
吁有关各方解决加沙地带遭受的医药卫生危机。

此外，巴卫生部加沙地带发言人阿什拉夫·卡
德拉当天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限制大量病患
离开加沙外出治疗违反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
法。他同时指出，加沙地带政府医疗卫生机构
还因燃料短缺面临停止运营的威胁。

□ 杨媛媛 赵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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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2018年9月24
日，法国佩皮
尼昂，法国农
业工会的成员
在当地水果和
蔬菜市场附近
的十字路口倾
倒水果堵塞交
通 并 焚 烧 垃
圾，抗议政府
当局结束对季
节性雇工的免
税政策。

□ 谢艳

英国《独立报》网站 9 月
22日报道称，如果特雷莎·梅
的脱欧协议在议会失败，工党
将发起一项计划，争取在数天
内提出政府不信任动议，以迫
使举行大选。

报道称，工党领袖杰里
米·科尔宾和他的最高团队将
试图迫使保守党政府在他们
认为首相最软弱的时刻去求
助于人民。

多位消息人士证实，如
果梅饱受批评的提议在关键
的议会下院投票中被否决，
或者她没能在欧洲达成一项
协议——在欧盟领导人近日
破坏了这项协议后，无法达
成协议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
大——那么工党领导人就会
制定行动方案。

报道称，不信任动议需要
一些保守党议员的支持才能
通过，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
严重破坏首相地位的稳定，因
为要求她下台的国内压力达
到了巅峰。

这个时刻对于工党自己的脱

欧策略也是至关重要的，该党
已经表示倾向于举行选举，同
时表示如果不可能，它或许会
支持举行新的公投。

目前，工党正在利物浦
召开 2018 年大会，英国脱欧
和工党就谈判结果举行新的
公投的策略将成为会议的主
要议题。

报道认为，科尔宾及其盟
友从没有掩饰他们希望举行
新选举的意图，但这是影子内
阁成员首次阐明，如果梅陷入
重大的脱欧危机，他们将如何
立即开始推动选举。

根据《固定任期制国会
法》的规定，只有两种情况可
以在每五年规定日期以外举
行选举。

报道称，第一种情况是，
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要得到
下议院至少三分之二议员的
同意，或者在没有异议的情况
下获得通过。第二个是不信
任动议，据说这是工党战略家

们倾向的方式。动议的措辞在
2011年的立法中作了规定，意思是

只要求议员们就“众议
院对女王陛下的政府
没有信心”举行投票。

如果动议获得多
数通过，那么 14 天的
倒计时就将开始，其
间将有可能成立另一
个政府。

如果能成立的话，
就需要得到下议院的
批准；但如果不能，就
需要举行选举。

□ 王秀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

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官
员和俄罗斯方面 9月 23日说，不打算
立即增加原油产量。这一决定“无
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要求“降
低油价”的言论。

【“不是现在”】
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 23 日

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第十次联合部长
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后，没有发表关于
增产的正式声明。

沙特阿拉伯是欧佩克成员中最
大产油国。沙特石油大臣哈立德·法
利赫会后说：“我不会影响（原油）价
格。”按照他的说法，沙特有余力增加
原油产量，但“不是现在”。

“我得到的消息是，市场（原
油）供应充足，”法利赫说，“我不知
道哪些需要原油的炼油厂无法获
取原油。”

与法利赫看法类似，俄罗斯能源
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告诉媒体记
者，没有必要立即增加原油产量。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呼吁欧佩
克增产，以降低原油价格。他 20日在
社交网站“推特”写道：“我们保护中
东国家……但它们继续推动油价变
得更高、更高！我们记住了。欧佩克
现在必须把价格降下来！”

布伦特原油价格 9 月 13 日超过
每桶 80美元，接近 4年来最高点。一

些分析师推断，鉴于美国国会中期选
举 11月举行，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油
价，将使特朗普“头疼”。

【“冒犯盟友”】
阿曼和科威特石油官员说，23日

会议聚焦如何“百分之百”达成 6月拟
定的增产目标。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 6月 23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达成一致，决定从
7 月开始适度增加原油产量。只是，
鉴于伊朗和委内瑞拉原油产量下降，
沙特等国的增产效果不明显。

伊朗和委内瑞拉均为欧佩克成
员。伊朗拥有世界第四大石油蕴藏
量，是欧佩克成员中仅次于沙特和伊

拉克的第三大产油国，但受美国重新
启动制裁影响，产量持续下跌；委内瑞
拉石油产量则降至过去30年来最低水
平，8月日均产量为 124万桶，2018年
年底可能进一步跌至100万桶。

沙特石油大臣法利赫说，将在今后
2至3个月达到6月拟定的增产目标。

伊朗方面先前说，特朗普“想错
了”，沙特等国根本填补不了伊朗遭

“封杀”所致的原油供应缺口。
伊朗石油部长比詹·纳姆达尔·

赞加内 23日说，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要
求欧佩克降油价的言论“是对华盛顿
在中东盟友的最大冒犯”。

□ 郑昊宁

欧佩克官员和俄罗斯方面不打算增加原油产量

伊朗石油部 9 月 23 日发表声明，确认韩国已
经完全停止进口伊朗石油，成为美国威胁在 11 月
重启制裁伊朗石油出口后，第一个把伊朗石油进
口量降至零的国家。

据伊朗石油部提供的数据，在美国制裁威胁
之前，韩国每天约从伊朗进口石油 18万桶。

美国总统特朗普 5 月宣布退出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后，美国政府已于 8月重启对伊朗在美元和贵
金属交易、汽车等领域的制裁措施，并计划于 11月
制裁伊朗石油出口和银行业。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此前表示，
美国计划用制裁方式将伊朗石油出口量降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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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骁

韩国停止进口伊朗石油

加沙地带药物严重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