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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
罗 11月 17日接受采访，承诺尽力恢
复本国货币币值，本币不会退出流
通，同时肯定包括美元在内的外汇
对恢复国家经济起作用。

【维护本币】

委内瑞拉本币玻利瓦尔近几年
持续贬值，通货膨胀率高企。委内瑞
拉中央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玻利
瓦尔贬值超过 90%，今年前 9个月委
内瑞拉恶性通胀率高达4680%。

近几个月，委内瑞拉人越来越
多地使用美元交易。位于首都加
拉加斯的经济分析咨询公司以全
国 7座主要城市为样本估算，10月

1 日至 15 日，委内瑞拉全国 53.8%
的交易使用美元。

马杜罗 17日接受委内瑞拉电视
十台采访时说，近期使用美元交易
的情况仍在评估中。他强调，玻利
瓦尔继续作为法定货币流通。

联合国数据显示，经济危机导
致人道主义灾难，超过 400万委内
瑞拉人为求温饱而离开家乡。路透
社报道，委内瑞拉当前最低工资的
购买力相当于每月10美元。

【肯定外汇】

谈到美元在国内经济往来中发
挥的作用，马杜罗一反常态：“我不
认为这是一件坏事……能够帮助

国家恢复经济。”
委内瑞拉的外汇收入主要来自

原油和黄金出口。马杜罗长期指认
美国金融封锁和经济制裁造成委内
瑞拉本国货币贬值，进而影响民生。
他曾说委内瑞拉是“美元支付体系的
受害者”。

为降低对美元的依赖，马杜罗
2017年 9月宣布在国际支付中使用
人民币、欧元、日元、俄罗斯卢布等
组成的一揽子货币。

路透社报道，2018 年年中以
前，在委内瑞拉直接使用外国货
币违法，但这种状况已经改变。
使用外币合法后，一些人开始用欧
元、美元等购买日用品，以应对高
通胀率。 □郭倩

马杜罗力挺本国货币同时肯定美元恢复经济作用

从住处到单位，要穿越一片树
林。这是片白杨林，隐着一条小道，
少有人走，很静，但这正合我意，我
甚至认为这是我与这片树林的缘分，
就像史铁生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
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
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每次步行穿过时，我就会笃定地
认为这片树林是为我而存在的，春天

时，树们羞答答地绽开嫩绿的眉眼
给我看；夏天时，热情四溢地绿着，
让我感受到生命涌动的活力。如
今在秋天，它们又毫不吝啬，将绚
烂的秋色展示给我看。

走在林间的小道上，仰头望
去，有的树叶依然绿着，有的却已
经黄了。一树一树的图案，色彩
鲜明，在蓝天白云的背景衬托下，
斑驳地美着。

有风来，黄了的树叶就会如一群
纷飞的黄色蝴蝶，扑簌簌落下来，落
在我的脚下。有的还落在我身上。
看树叶落下的全程，就像欣赏电影

里的一个慢镜头——落，落，落，然后
轻柔地扑入大地的怀抱。这个过程，
缓慢且优美。

有的落叶还很新鲜的黄着，拿一
片在手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纵横
交错的筋络——这是叶子的文字，记
录着它与时光的一些秘密。

路上已经铺了一层干枯的落
叶，踩在上面，沙沙沙，仿佛蚕吃桑
叶，温润有声。这总让我有种恍惚
感，以为是在乡下老家院子前的那
片树林里。那是片很大的白杨林，

每到深秋，树林便成了黄色的海洋。
我和小伙伴们踩着落叶奔跑、打闹，
跌倒了也不怕，落叶厚着呢，是最柔
软的地毯。

有时我们会各自捡一些落叶，掐
掉叶子，只剩叶梗，然后比赛，看谁
的更柔韧——将自己的叶梗与对方
的交缠在一起，拽着自己的使劲拉，
谁的断掉，谁就输了。如拾到特别好
看的叶子，就揣进衣兜里，拿到学校
夹在书本里当书签。

那时家里做饭都烧柴火。我找

了一根细长的铁丝，拿到林里去串树
叶。用不了多长时间，铁丝上就满满
的了。将铁丝弯成一个圈，就成了一
个金黄色的花环。看到家里的炊烟
升起来时，就将“花环”挎在肩上，凯
旋而归。

一年又一年，树林黄了又绿，绿
了又黄。我也如一棵树，在自己的春
夏秋冬里，老去的日子渐次掉落，新
生的日子扑面而来。

但总有些日子会掉落在心底，并
不随风而逝，等待有一天我重新把它
们捡拾起来，把玩回味。在那一刻，
时光柔软，岁月芬芳。

总有些叶落直达心底
□曹春雷

从记事起，爷爷的房间里就有
两个一模一样的黑色皮箱，皮箱外
表粗糙，没有任何花纹，长约 90厘
米宽40厘米，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扣
锁，推动按钮，皮箱就会打开。奶
奶把皮箱放在高处，不让别人动，
小时候好奇，经常踮着脚尖摸皮
箱，但是都被拦了下来。

一次过年回家，从奶奶口中得
知，爷爷年轻时能同时打两把算
盘，又能写一手好字，是村里有名
的“秀才”。解放后，留在外地工
作，每次回老家时，由于路途遥远
交通不便，狠狠心花了几十元添置
了皮箱，用来带干粮、衣物还有全
家人的生计——粮票。

80年代，爷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主动回到村里当
书记，随之，老皮箱也被带了回来，他把平时办公的印
章、重要文件和票证都锁在里边，为了保险起见，爷
爷给皮箱又加了一个铁锁，钥匙总是随身带着。那
个年代物资匮乏，一些日常用品要凭票才能购买。
一次，妈妈想买一斤白糖，求奶奶给爷爷说情，爷爷
回绝说，不要想从他那儿“走后门”。为了这件事奶
奶经常说爷爷“无情”。

后来，随着木质家具的兴起，皮箱被闲置起来，但
是爷爷却不舍得扔掉它。爷爷去世后，奶奶仍用这个
皮箱，放置自己的衣物，还在老皮箱上盖了几张旧报
纸。今年国庆回家，我看到皮箱还静静地躺在木凳上，
我觉得这个皮箱早已不是简单用来储存东西的皮箱，
他曾经装着我们一大家人的生活，装着老一辈人艰苦
奋斗的精神，更装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家乡在乾陵的北坡，田坎上有成行
成片的柿树林，品类也多。

软枣、火罐、木头娃、鸡心黄、火柿、
水柿都有，过去每到秋末便是村人营销
柿子的季节。火柿用阴阳水脱涩后要
拉到咸阳一带去卖，也算一年中重大的
收获。每家后院搭有棚架，是让柿子霜
杀变甜用的。有人家还削柿饼，挂在房
檐下，甚是好看。春节走亲串友，必要
提些柿子、柿饼去，这是家乡的特产。

这些年的状况变了，村里只留守些
老小，多数人已在县城买了单元房，青
壮年忙着外出打工挣钱，只是过红白大
事才匆忙赶回过事，忙完又外出了。柿树
依旧每年开花挂果，却已经不重要了，人
们无暇顾及。现在很少有客商进村收购，
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连采摘都嫌费神
费力不安全，任由红彤彤的果子在寒风中

招摇。村人也十分大度和客气，遇到过路
的外村人便笑脸招呼，让随便摘。

柿树下面有不少挺不住的柿子坠
落，汁水溅在青青的麦田和田坎的杂草
丛。特别是初冬，柿叶经风扫落，田野
里成片的红果成为抢眼的风景，十分
壮观。柿子在家乡已经不是经济林果
了。有精明人联系城里的绿化部门，

陆续将入眼的柿树挖走，这柿树进了
城，成了别处的景致，挂不挂果已成次
要了。

此一时，彼一时。家乡的柿树林已
没了往昔的辉煌，陪伴着村中老小留守
故园。我是吃着柿子长大的，习惯那柿
子的味道和特性。至今还记着柿霜可
治咳嗽，柿蒂熬水可治打嗝，烂柿子可

酿醋或做酒，柿叶可当柴烧，也可喂
羊。时代不同了，柿子、柿叶的功能多
被人们淡忘。村人们也在走南闯北后，
消费起各种各样的水果，在吃用和观念
上与时俱进着。

乡村的面貌在改变，通了水泥路、
自来水，修了广场，村人大多都新建了
砖混结构的平房，摩托车换成了小车，
连吃面粉都是用麦子去换的。生活方
式和观念在变，乡村成了大多数人的留
守地，如同这片柿树林般守望着故乡。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如今的耕
作都靠农机，已没人在大树下凉快了。
这柿树的大或小，结的果子多或少都不
要紧了。每次回老家，远远望见浓郁的
柿树林，便知快到家了。

柿树林成了家乡的标志符号，柿子
成了回味乡情亲情的酵母。我依然觉
得柿子树亲近，在城里看见便自然回忆
起了家乡，那柿树林里有我的亲人和乡
邻，更有我儿时的记忆。

妻眼疾又犯了。
早上起床，妻呆愣愣地坐在床

上用手揉眼，想着揉一会儿就好了，
可揉了半天，不但没好转，反而更疼
了，眼睛中像进了沙粒。去了几家
医院，开了不少药，点了无数次眼药
水，亦没啥效果。女儿托朋友专门
还从日本捎回几盒眼药水，点了一
个多月，照样没效果。

一日晚上，几个朋友聊天谈及
此事，朋友建议我给妻治疗。朋友
告诉了我治疗方法，既然朋友说了，
何不回家试试？

回到家里，已是十一点多了，妻
子发出微弱的鼾声，睡得正香。想起
朋友的话，顿时有了信心。当然，治
疗不能打扰妻子睡觉，妻不信这一套，不能弄巧成拙。调
整好心态，先用“神仙一把抓”，把眼中的病气“抓”出来
（病气病气，病就是“气”，“气”就是病），然后用“魔掌疗
法”：双掌搓热，然后两手叠加，放到妻的双眼上（搓热
是为了增加能量，病灶处的能量低。利用高能量向低
能量流动的原理，把病灶处的病气用正能量驱逐出
去）。过了七八分钟，移开双掌，洗漱完毕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问妻眼睛感觉如何？妻呆愣了一会儿，
揉揉眼睛，忽然大喜：“眼睛好了。”

当妻冷静下来后，问怎么回事？说她感觉昨晚我在
她的眼睛上好像做了什么，我笑而不答。

此后多年里，妻眼疾再没犯过。
妻眼疾没犯过，岳母的眼疾却犯了，和妻一样，感觉

眼中有沙粒，不但干涩，而且疼痛，尤其到了晚上，上下
眼皮粘在了一起，不但难以睁开，而且流泪不止。

儿子、孙子、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等争相表现，
在县医院、西京医院查了个遍，有的说是眼结石，需要做
手术，手术做了，病症亦故；有的说是炎症，吃了不少消
炎药，点了不少眼药水，亦无济于事。

三个月过去了，大家聚在一起，又忧愁起了岳母的
眼疾。正道没办法，就走旁门左道。“还有什么办法没
有？”大家摇头。“如果没办法了，把人交给我，我来想办
法。”我说完，大家面面相觑。

有些方法，只有在别人没办法以后才能使用，否则，
会遭到周围人的讽刺和嘲笑。好心办坏事，这样的事例
经常发生。

我立即和临潼朋友联系，朋友说可以采取“圈疗法”
治疗。雇车拉上岳母，直奔朋友诊所。为了治疗方便，
岳母住在大姐家。

上班事情多，忙碌了一早上，也没顾上过问，到了下
午，打电话问岳母情况，岳母高兴地说：“早上治疗回来，
感觉浑身轻松，眼睛不粘了，不磨了，疼痛也减轻了。”我
有点不相信，怀疑岳母是在安慰我。我放下手里工作，
坐车去大姐家探个究竟。

岳母给我讲了治疗过程：用药水在脸上画圈，当然，
都是围着双眼转，从大到小，从小到大，画了一圈又一
圈，既不疼痛，也不难受，只是感到冰凉。画完后没多大
感觉，回到家里睡了一觉，醒来一下子轻松了……岳母
的眼里发出了久违的光芒。

妻
子
的
眼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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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日“硬杠”如何收场？？？
据韩联社 11月 17日报道，韩日《军事情

报保护协定》即将失效，韩国国防部长当天
与日本防卫大臣会谈时重申，由于日本对韩
采取出口管制措施，韩国不会与日本续签该
协定。《日本经济新闻》消息指出，日本防卫
大臣呼吁韩国对此协议“做出明智的决
定”。韩国拒不“续约”，能否令日本改变态
度？韩日“硬杠”将如何收场？

协定失效倒计时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于 11月 23
日零点失效。据韩联社 11月 16日报道，韩
国总统文在寅日前会见美国防长埃斯珀时
强硬表示，由于日本对韩国的报复性出口限
制措施，韩国难以再与日本共享军事情报；
韩国是否重新考虑续签该协定，取决于日方
是否先行取消出口管制。

此前，韩日贸易关系经历了一轮互相
“拉黑”。今年 7月，日本政府对出口至韩国
的 3种半导体关键工业原材料加强管制。8
月初，又以安全保障为由把韩国从贸易“白
名单”中剔除。作为回应，韩国把日本排除
出贸易“白色清单”，并于 8月 22日宣布不再
与日本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韩日双方此后举行多次会谈，但两国分
歧并未缩小。据日本《读卖新闻》11月 17日
消息，日本政府宣布对韩出口管制与军事协
定无关，决定不予撤销出口管制，但仍望推
进该协定的续签。

《纽约时报》分析文章指出，韩日《军事情
报保护协定》于 2016年 11月 23日签署，反映

了美日韩同盟的共识。这一协定的失效，意味
着韩日间将不再共享东亚地区军事情报，也为
韩日关系和美日韩同盟带来变数。

历史问题再发酵

2018年年底，韩国最高法院裁定日本公
司应向殖民地时代的韩国劳工支付强迫劳
动赔偿金，两国间的紧张气氛开始爆发。中
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董向荣指出，韩日 2018年以来的纷争，是
由历史问题延伸到经济问题，再进一步蔓延
到军事领域造成的。

董向荣分析认为，历史问题长期困扰韩
日关系，一般而言，韩国的保守派相对亲日亲
美。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由朴槿惠政府
签署时，曾遭国内进步派力量的反对，这为此
后韩日围绕此问题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同时，韩日僵局在经贸领域也已引发
“蝴蝶效应”。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韩国
自半导体原材料进口受制以来，积极鼓励国
产化研究。但韩国企业普遍反映涉及芯片
等产品的关键技术仍被日本“扼住咽喉”。
而日本九州等多地也因韩国游客人数持续
大幅减少，旅游业遭到重创。

董向荣指出，韩日双方虽在军事情报方
面都存在合作诉求，但在韩国，进步派政党
对日本怀有不信任态度，能否将军事情报
交予日本，不少韩国人存有疑问；在日本，
由于安倍政府认为韩日历史问题已经解
决，双方政府间协议应得到履行，短期内日
方难以退让。

破冰与否待契机

韩日关系僵局究竟如何收场？
据韩国《中央日报》15日报道，韩国总统文

在寅表态，协定虽难以维持，但韩美日之间的
安全合作依然重要，韩方将继续努力开展三边
合作。

根据日本共同社 17日晚间消息，日美韩
三国防长当天在曼谷会谈，日美两国督促韩国
继续执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董向荣指出，韩日关系能否修复，取决于韩
国政府采取何种态度。如果韩国方面将协定的
续签与否，视作解决韩日贸易摩擦的政治筹码，
则事态依然存在回旋的余地。如果认为日本不
值得信任，那就很难继续交换军事情报。

当前，紧张局势已出现一丝松动。据韩联
社 16日消息，日本政府批准一家本土企业向
韩国出口一批半导体工业材料氟化氢。这是
日本自今年 7月对韩采取出口管制措施以来
首次批准出口氟化氢。

韩日关系能否“破冰”，尚待时机到来。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防务大臣河野太
郎在与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会晤后表示：“国
防当局之间的关系将来非常重要，因此我们
将确保沟通。”

董向荣指出，未来多边会晤有望再为韩
日领导人当面对话提供机会。作为东北亚地
区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国家，韩日间维持稳
定的经济关系，对于两国与地区局势，都有积
极的意义。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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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6 日，
古巴哈瓦那，
为庆祝哈瓦
那 市 成 立
500 周年，当
地在国会大
厦外以燃放
烟花等一系
列活动进行
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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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外务省顾问金桂冠 11月 18日表
示，朝鲜对无益于其自身的朝美首脑会谈
不感兴趣，他强调如果美方想要维持朝美
对话，就必须取消对朝敌视政策。

朝中社当天援引金桂冠的话报道，他
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17日发布的推文，
并将此文解读为特朗普暗示有意重启新一
轮朝美首脑会谈。“自去年6月开始，虽然朝
美间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和会谈，但朝美
关系并没有什么起色”，“我们对无益于朝

鲜的这种会谈再也不感兴趣”。“如果美国
真的不愿放弃同朝鲜的对话，就必须做出
首先取消对朝敌视政策的决断。”

自朝美10月在瑞典举行的工作磋商无
果而终后，朝鲜方面近期多次表态，提醒美
方正视朝方定下的今年年底这一期限，不
要企图拖延时间，并强烈敦促美方取消对
朝敌视政策，改变与朝对话方式，带着朝方
可以接受的方案参与朝美对话。

□程大雨 江亚平

为期 4天的 2019年泰国国际防务展 11
月 18日在曼谷开幕。中国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组织 7家军贸公司以“中国军工”国
家展团形式首次参展。

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展览之
一，泰国国际防务展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
关注和重视。“中国军工”国家展团此次针
对东南亚市场推出相应产品，成体系展出
了覆盖陆海空天网的高技术武器系统。

据了解，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此次带来了
机动突击、机载武器等50余种陆战产品，既
有在泰国军队中已投入使用的VT4型主战
坦克，还有VT5型轻型坦克。同时，针对东南
亚地区防务特点，VN16型履带式两栖突击
车和最新研制的VN18型两栖装甲步兵战车
也出现在展览现场。电科国际则以“防务和
安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为主题，有针

对性地推出了综合电子信息系统、雷达系统、
智慧城市等系列解决方案，可满足东南亚国
家在雷达、防空系统集成等方面的需求。

此外，航天长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
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中航技进出
口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
司、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也带
来了性能优异、价格公道的“中国制造”。
成熟的产品生产线、丰富的产品项目组合
可满足各层次用户的需要，体现了中国高
技术武器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近年来，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多
次组织国内军贸公司以国家展团形式集
中亮相各大国际防务展，不仅提高了中国
武器装备的国际知名度，也为各国更加系
统、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军贸产品和技
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汪瑾

“中国军工”亮相2019年泰国国际防务展

朝鲜表示对无益于其自身的朝美首脑会谈“不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