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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栋王国栋

守望乡村守望乡村

他以霞光为餐点，以山泉为饮料，以月光为
琴，以稚童为伴，他经常伫立在小桥上，看云卷
云舒，炊烟袅袅。他在偏远的山村执教十四个
春秋。他豪气地说，若有远方的客人拜访，他定
以白云相赠。

他自参加工作，就一直在葛牌山区的多所乡
村任教。足迹踏遍了多半个苏维埃革命老区。
时光穿梭了十四个春
夏秋冬，变换的是一个
个偏远乡村，不变的
是心中那份对乡村教
育的执着与坚守。从
一 名 普 通 的 乡 村 教
师，到镇上委以重任，
成为学校负责人。肩
上的担子在加重，可
是他没有选择逃避和
安逸享受，而是勇挑
重担。在一个个教学
点，他既是学校负责
人又是老师，还是学
生们的厨师、清洁工、
门 卫 等 ，一 身 兼 数
职。平时不仅教书育
人，还要照顾一些学生的生活，成了留守学生
的“爹妈”。无数个周末，云朵躲进了夕阳的胸
膛，晚霞织好了缤纷的衣裳，鸟儿入巢，村民回
家，他仍和留守儿童在一起谈心，给他们准备
下周的生活用品。

爱人曾对他说：“你还年轻，到条件好的学
校去教书，这样可以陪在自己的孩子和父母身
边，成年累月待在穷山沟里能有啥出息！”朋友
善意地说他：“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面对妻子的责问和朋友的婉讽，他内心也曾短

暂动摇过。可眼前浮现偏远的乡村，一个个孩
子渴求知识的眼光，一声声“老师”稚嫩的声
音，他思虑再三，觉得在最需要自己的舞台，才
能尽情演绎最美的角色。在山区执教是在磨砺
自己，面对真山真水和质朴的山区孩子，他能
体会一名山区教师的责任。掂量出了这份工作
的分量，说服家在山外的妻子，取得妻子的理
解和支持，这样一干就是十四年。

他的母亲罹患乳腺癌，术后骨转移七年多，
至今坐轮椅，生活多有不便。他的女儿亭亭玉

立，长成一个水灵的小
姑娘。孩子问他：“爸
爸，你为什么只管别人
的娃，不管自己的娃？”
他无言以对。面对母
亲，他有过歉疚，觉得自
己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
责任。可是忠孝不能两
全，母亲虽有病，但明事
理、懂大义。对女儿的
怨言，他内疚也感到心
酸。他不能用大道理来
说服孩子，只能潜移默
化，用自己的言行为孩
子树立一个标杆，或一
个榜样。

近两年，他还帮扶
两名残疾儿童，利用周末上门辅导作业。家访
回来，经常穿越一片树林，有时捡拾一片落叶。
他想，每一片落叶都是返乡的游子，一接到秋风
的通知，即使再忙，也要在铺满露水和霜雪的清
晨匆匆回家。他生于斯，长于斯，就要学山头的
华山松，扎根在家乡贫瘠的土壤，成为风景。

他就是山区教师张勇，他用瘦小的肩膀，挑
起了山区留守儿童的教育；一根粉笔，写下无数
个启蒙。他像一枚翡翠欲滴的叶子，装饰在大
山的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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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上小学时出
于好奇，同学送我手掌大一纸片，上面布
满了圆圆的黑点，相互粘贴在一起。

小心仔细地将蚕纸放入纸制药盒内
盖好带回家，精心管理并饲喂它。自从
喂养了蚕，每天放学回家后顾不得放下
书包，先看望蚕宝宝再做其它事情。揭
开药盒盖子全神贯注地看，小黑圆点变
成短黑线、再变成蚂蚁状的蚕
蚁，我将掐来的鲜嫩桑叶轻轻
盖在其身上让其自食。过去没
有冰箱和冷藏设备，一次采摘
桑叶不可过多，够蚕吃二三天，
以免发黄变干无法食用。

听父母亲讲，用过辣子、大
蒜、蒜苔或抽烟喝酒和接触过
农药有强烈气味的人不可触摸
小蚕，以免发生死亡现象。此
外，蚕蚁最好不让太阳照晒。
喂养桑叶用水洗后需控干，否
则蚕易患病死亡。

蚕喜食桑叶，有几天因学习
紧张又连下几天雨，没有采摘回
桑叶。看着蜷缩一堆的小蚕身体来回蠕
动，头节向上或左右摇动，我心疼极了。
冒雨在后院折了一股榆钱树叶，用榆叶
顶替桑叶。那几天，除了榆叶，我还试着
用莴笋叶替代，只是小蚕没有像对桑叶
那样喜食。

要养好蚕蚁就要负起责任、有担
当。放学后既要打听还要寻找哪里有桑
树，可以采摘桑叶用来喂蚕。有一次偷
偷到人家后院折桑叶，为了多折鲜嫩硕大
的桑叶爬上树，结果我从两米多高的树上

摔下来，裤子划了一条口子，腿
膝盖磨出了血。疼痛算不了什
么，只要能采回桑叶。为了给蚕
折桑叶，哪里有桑树我都了如指
掌。我常会主动向主人请示后
采摘，也会到田野采摘桑叶。毕
竟，喂养了有生命的小动物。

每当看到不断长大的小蚕，
由短变长，由细变粗，由黑变白
时我就有种成就感。温柔软弱
的蚕只知爬在桑叶上不停歇地
吃，待长大后，蚕盒里的蚕长相
更可爱。白白的、长长的滚圆
身体若不采食即会在盒子四
周、扫帚等物体上以惊人的毅

力“作茧自缚”，完成其生命形态的嬗变，
吐丝、产子，奉献其生命恒久的价值。

养蚕给我儿时带来了乐趣。次年，
我将好多产在报纸上的蚕子送给了更
多的养蚕人。养蚕的过程使我深深体
会到：从黑虮子的蚕蚁长大成蛹，蚕不
停歇地采食，奉献出蚕丝，可谓幸福人
间、功德圆满。那人呢？是否为社会、
家庭和自身而努力学习、工作和奉献，
在和谐社会怎样最大限度发挥光和
热。对此，人们应该向蚕的品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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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去市中心看病，太阳正是
一天中最辛辣的时刻，烤得公交车
的身子似在发抖。脚刚踩上公交
车的门台，车厢内一股汗酸味就熟
悉地迎上来，胆囊的巨烈疼痛，在
那一刻被热浪逼得隐没了起来。

车行止北稍门时，站口没有几
个人，车门被热风从外面推开，一前
一后上来了两个反差极大的女性。
一个瘦弱的老太太，约七十多岁，看
样子是从乡下来，头上顶着渭北妇女
习惯顶的灰土色头帕。老人进车门
时，找不准投币口的位置，站在台
阶上艰难地寻找投币口时，身后一

个穿着连衣裙、耳朵里塞着
耳机，长得楚楚动人的漂亮
姑娘的裙角已贴上老人黑
色的对襟褂子后襟。老人
的钱终于投进了银色的金
属箱，当那一元红色的纸
币，像红色的枫叶向下坠落
的瞬间，老人还弯着头从箱子的透
明处看了一下，她的钱落在箱子里
的钱堆之后，老人放心地抓住一根
亮色的扶手攀上了车，漂亮姑娘已
越过老人的身子，站在过道口。

正在此时，坐在一号座位的一
名中年妇女赶忙站了起来，她要把
自己的座位让给老人，老人丢开亮
色扶手正要迈向座位，漂亮姑娘却
先一步坐在中年妇女让出的座位

上，漂亮姑娘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
的手机屏幕。老人重新回到自己
站立的位置，她的身子有些发抖，
中年妇女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像
是在向我寻求帮助，她希望我能劝
离那个漂亮姑娘让座给老人，我回
避了中年妇女的目光，把目光罩在
老人身上，正好，老人的目光也向
我投来。一束强烈的光，从路边国
槐的枝条间生硬地溜进车厢，罩住

了老人的容颜，光束褪去，再
看老人，她看漂亮姑娘的眼
神里有一丝宽慰和慈祥，是
一种只有在乡下人脸上才能
看到的宽慰和慈祥，那一瞬
间，我似乎看到了母亲的笑
脸。正当我要动身去“赶”走

漂亮姑娘时，老人的目光又一次逮
到我的视线，她会心地向我笑了一
下，还轻轻地摇了一下头，我放松
的手又抓紧了扶手。

老人开始咳嗽，她用手捂着胸
口，很痛苦的样子，中年妇女见状，
开始用她宽厚的手掌帮老人捶背，
捶了一会儿，老人的咳嗽止住了，但
她的眼中有了泪水，她从头上摘下
头帕擦掉眼泪，又挺直了腰身。

看到老人痛楚的样子，我又一
次为自己鼓劲，想拔掉漂亮姑娘的
耳机，此时，车进了北门门洞，车厢
内顿时暗了下来，我借着暗光将自
己的身体移到姑娘的座位边，正准
备伸手去拔姑娘的耳机，车出了门
洞，光明又回到车厢。正在此时，老
人伸手扯住了我的袖口，并摇着头
示意我不要那样，我又回到自己的
原始位置。北门里的站台竟然没有
人，车门很流畅地一关一开。

我和老人同时在北门里下了
车，我扶着老人走向被阳光照亮的
中心医院，我是在向老人表示歉意，
老人很感激地看着我，并用手打出
哑语向我比划着感激。老人如此举
动，使我更加羞愧。

那 件 事那 件 事
□李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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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感到父母给我的这一身血
肉之躯从长大成人后，就开始人为地设
定了一些有形无形的密码。

当集体无所顾忌的时候，就无需设
定密码。想到儿童时代，夏日艳阳高照、
热浪滚滚，一群男娃在水深悠悠的大堰
塘边，毫无顾忌地集体开始脱掉自己全
身的衣服，而后扑通跳进池塘游泳。

告别乡间儿童时代，穿上衣服，我们
从此在公众场合、阳光之下不敢裸露，
肉体的张扬从此结束，人们说这是走进
了文明时代。

当我们走进文明时代的时候，也
进入一个设定了各种密码的时代。我
们要融入社会的“大洪流”，首先不是
敞开心扉，而是建设自己的封闭空间，
给自己这些封闭空间设定各种密码，
防止他人随便闯入。这种状态到了现
在使用智能手机的时代更是越发普
遍，我们的一部手机要设定多个应用
密码。

自身的思想密
码更是不轻易表露
给别人，这是一种防
御，也是一种长期战
略。历史上无数的
事实证明，口无遮拦
的人最容易吃亏。

防御与攻击总
是联系在一起。因
此，这个世界总是
有 一 些 人 想 尽 办
法，想闯入别人的个人空间，想方设法
解破别人设定的密码。假如是你的爱
人，他也会想知道你的内心世界，以便
更好了解你，达到相爱相知的地步，这
当然是彼此互爱的良性探知。有些人
当然不是这样善意了解，他努力想获知
对方密码的目的，是想谋取对方的隐
私、对方的财产，甚或了解对方的弱点，
以便轻易战胜对手。

设密与解密总是一对机关，许多人
的密码只有自己知道。但是，我们的普
通密码还是会轻易被黑客破解。为自
己心爱的人不设密码是一种不设防的
做法，那需要真诚，需要高度互信。

定情物也是一种密码。爱人双方的
私密情感交流会有许多只有双方才知
道的密码，这个很难解破，那是爱人之
间的默契。

爱你到地老天荒，这样的话恋人可
以公开说，但他们之间最宝贵的隐私有
双方知道的密码保护，那只有他俩知道。

相物语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美欧自贸谈判未启即遭“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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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 4 月 15 日晚遭遇大火，
整座建筑严重损毁。熊熊火光里的塞纳
河畔，圣母院塔尖轰然倒塌，令人心惊心
碎。文物之殇，让法兰西流泪，也让全世
界伤痛。

法国总统马克龙现场坐镇指挥，并
在推特上感叹，“眼睁睁看着我们的一部

分在燃烧”。法国《费加罗报》说，这场大
火“烧在整个法国的心上”。德国总理默
克尔叹息，巴黎圣母院起火令人悲痛，它
是法国和欧洲文化的象征。

火灾现场，有着 800多年历史的教堂
被火光和浓烟笼罩。哥特式塔尖倾斜倒
塌，成千上万的民众站在河对岸或者通

过电视直播目睹了这一幕。所有人表情
凝重，很多人泪流满面。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承载着世界
共同的记忆。文物的损毁伴随着文明记
忆的消殒，令人痛惜。全球范围内，文物
保护都是重要课题，面临严峻挑战。不少
文物使用易燃材料，不少博物馆设施陈
旧、保护力度不足，更不用提战乱地区博
物馆和文物遭到的洗劫和损毁。

犹记得 2018 年 9 月那场大火，将巴
西里约热内卢的国家博物馆主体建筑
几乎完全烧毁，2000 多万件藏品只剩
10%，巴西人 200年的集体记忆几乎被“一
刀切除”。一个细节是，事发时博物馆的
消防栓竟然没水，消防员只能临时从河
里抽水灭火……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同样暴露出法国
文物保护的弊病。如此重要的文物古建，
又包含木质结构，理应提前做好防火预案，
杜绝一切安全隐患。相对疏松的管理和一
时的大意，都可能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让这座教堂不

仅成为巴黎地标，也成为法国文学乃至文
化和精神的地标。那哥特尖顶，入过多少
画作诗篇，成为多少文艺创作的灵感源
泉，引发多少流连徜徉和深沉喟叹。多少
人曾为卡西莫多的命运流泪，多少人又曾
在此留下美好回忆和梦幻体验。

历史长河中的文物，在世代更替中能
够幸存至今的，都弥足珍贵，是人类文明
发展一路走来的宝贵足迹。它们的脆弱
和不可再生性，要求我们用更先进的手
段、更专业的技术，更智慧的途径加以呵
护。而这，既需要资金支撑，也需要科学
管理，更需要理念更新。

从巴西国博大火到巴黎圣母院损毁，
每一次文物历劫都应给我们警示。与时间
赛跑，加强文物安全管理，推动文物数字化
保护，留存文明记忆，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不能让历史从此只存在于回忆、梦
境、照片和视频。要让文物保持生命力，
与时代共同前行。期待巴黎圣母院的重
建与新生，祈愿文物远离灾难，人类文明
生生不息，永续流传。 □韩梁

近日，围绕贸易问题，美欧开始新一轮
“互相伤害”。综合多家外媒消息，继美国表
态将对价值 110 亿美元的欧盟产品加征关
税后，欧盟委员会正寻求对价值 120 亿美元
的美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预计 4 月
17日将公布这份关税清单。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正值美欧自贸谈判
向前推进的关键阶段。据美国新闻网站“政
治”此前消息，欧盟各国大使就授权欧盟委
员会启动谈判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欧盟
同意在不进行任何讨论的情况下，于 4月 15
日批准这项协议。专家分析指出，美欧关键
分歧未解，这场自贸谈判前景难料。

矛盾发酵
连日来，美欧互相指责，矛头直指对方对

飞机制造商的补贴。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 4月 8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一份拟加征关
税的欧盟产品清单，涵盖空客飞机到名牌奶
酪等品类，并指出 110 亿美元正是欧盟违规
补贴空客公司对美国航空业造成的损失额
度。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
文称：“欧盟多年来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
很快就将停止。”

对此，欧盟的报复措施来得很快。英国
《金融时报》13日报道称，欧盟委员会正寻求
对价值 12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
性关税，以报复美方未能遵守停止向波音公
司提供补贴的世贸组织初裁。法国财长勒
梅尔警告说：“如果我们再受到毫无道理的
来自美国的制裁，欧洲将准备以团结一致的

方式做出回应。”
自 2004年 10月起，美欧从起诉对方“非

法”补贴，到起诉对方“不遵守裁决”，再到如
今互抛报复性关税，双方围绕飞机制造商的补
贴纠纷已经成为一场“拉锯战”。去年5月，世
贸组织裁定欧盟仍存在对空客的违规补贴行
为。今年3月，世贸组织认定，美方仍以减税方
式每年向波音提供大约1亿美元违规补贴。

此次“波音与空客之争”并非偶然，而是
美欧贸易争端的又一轮发酵。

2018 年 5 月，美国宣布对欧盟征收 25%
的钢铁关税，征收 10%的铝关税。作为报
复，欧盟对总额 28亿欧元（约合 32.4亿美元）
美国商品征收 25%的关税。7 月，特朗普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暂缓新关税以及进
行贸易磋商达成共识。

然而，在大半年的“停战期”里，美欧贸
易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而双
方此番借关税“斗法”，将看似沉寂、实则暗
流涌动的贸易争端再次摆上台面。

借题发挥
美国借“补贴”发难，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赵柯分析，美国意在借增加关税这一实质性
的举动，向欧盟释放警告信号，以敦促欧盟尽
快启动和美国的“三零”（零关税、零非关税壁
垒和零补贴）自贸谈判。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相关分析称，美
欧此番因飞机补贴针锋相对，“可能会加剧
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该报
道进一步指出，美国一直以欧洲钢铝产品
为加征关税的目标，并多次威胁要打击欧
洲汽车行业。“这些举动将引发一场超越世
贸组织框架的贸易战”。

“当前美国在对外贸易中奉行‘美国优
先’政策，基于自身经济利益和国内选举政
治需要，不断挑起并升级与主要贸易伙伴的
贸易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
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美欧贸易争端中，美国
的主要诉求是减少贸易赤字及保护一些遭受
进口产品冲击的行业。

赵柯分析说，当前，美欧贸易争端可以概
括为“逆差”“补贴”和“标准”三方面。具体来
说，美国认为欧盟的市场开放度低于自身，由
此造成了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这一观点
的“调门”在近两年不断提高。此外，美欧在
产品补贴上纠纷未解，双方奉行不同的行业
安全标准，导致贸易争端时有发生。“美国把
美欧贸易分歧片面归纳为‘欧洲占美国的便
宜’，缺乏通过谈判回应各自关切的耐心，而
更愿意以关税手段施压，迫使欧盟让步。”

埋下隐患
随着欧盟委员会获得谈判授权，美欧自

贸谈判启动在即，然而美国用关税大棒“极

限施压”。彭博社的评论指
出，“特朗普政府发出的征
税威胁可能会使美欧贸易
谈判更加困难。”美国亚洲
协会副主席、前贸易谈判代
表温迪·卡特勒也悲观地预
测：“我们仍处在与去年相
同的‘关税世界’中，这里充
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看来，美欧贸易谈
判存在一定困难。美欧在
是否应该将农业纳入贸易谈判的问题上已
经存在分歧。“美国坚持认为，如果欧洲想要
达成协议，就必须包括农业。欧盟官员则表
示，农业问题从未提上议程。”赵柯认为：“美
欧双方对谈判涵盖范围的解读不同，这是目
前的最大障碍。”正如 CNN 所说，“这一分歧
可能使谈判在开始之前就破裂。”

此外，据 CNN 分析，法国作为欧盟主要
成员国，对美欧谈判的态度并不积极。法国
总统马克龙曾表示，贸易协议中只有一方遵
守《巴黎气候协定》的环境标准是不公平
的。“法国不能阻止欧盟与美国开始贸易谈
判，但它可以影响结果。所有欧盟成员国都
必须签署欧盟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

王勇指出，总体来说，欧洲支持多边主义

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全球治
理的现有框架；而美国则奉行单边主义理念，
对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此外，欧盟虽有共
同贸易政策，但内部达成统一意见也有难
度。这些因素为谈判带来不确定性。

“贸易谈判的前景并不会令每个人都满
意。”美国新闻网站“政治”称，“但目前启动谈
判将有助于稳定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间紧张
的经济关系。”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
德·郎格也表示：“谈判只是降低跨大西洋贸
易紧张局势的一种手段。”

“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将影响跨大西洋关系
的稳定，影响美欧在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双方最终还是会找到一个妥协点，但可能需要
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王勇说。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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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外交部 4月 15日宣布，巴西正
式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

巴西外交部在一份公告中指出，
2018年4月，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
亚、巴拉圭和秘鲁 6国政府决定暂停参
与南美洲国家联盟活动，原因是该机制
内部长期以来存在危机，而这一状况至
今没有改变。

公告说，今年 3月 22日，巴西、阿根
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
巴拉圭和秘鲁 8国签署声明，宣布创立
南美进步论坛，以取代南美洲国家联
盟。新论坛的结构轻巧灵活，运行规则
清楚，决策机制迅速。

据悉，自 2017年开始，南美洲国家
联盟秘书长一职处于空缺状态，联盟活
动开展困难。

15日，玻利维亚宣布将轮值主席国
身份移交巴西，而巴西则宣布退出联盟。

此前，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
巴拉圭、阿根廷已先后宣布正式退出
该组织。

南美洲国家联盟于 2008 年 5 月成
立，成员国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
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
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和委内瑞拉12个
南美国家，旨在建设一个多方参与和地区
公认的一体化机制，在文化、社会、经济
和政治上谋求共同发展。 □周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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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月月1515日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据当地媒体消息据当地媒体消息，，巴黎巴黎
的消防队员发言人称的消防队员发言人称：“：“巴黎圣母院的阁楼发生火灾巴黎圣母院的阁楼发生火灾，，这可能与建这可能与建
筑物的翻新工作有关筑物的翻新工作有关”，”，并表示已动员重要的干预手段并表示已动员重要的干预手段。。

卡西莫多在哭泣

2018年7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二）在华盛顿会见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