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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我搬进了西郊的一
栋筒子楼，与师傅王重国家共用一间
厨房、走廊和公厕。

厨房靠门的一侧是公用水池，其
余部分是两家放煤气灶的地方，一天
生活急急忙忙、紧紧张张。好不容易
遇到星期天，改善伙食包饺子，热心
肠的王嫂放弃休息时间，主动帮我擀
皮、和馅，亲近得像姊妹俩。

九十年代初，孩子上了小学，为
给孩子提供一个独立的学习空间，打
算另找一间房子。王师傅知道后，就
主动地腾出房子给我们，自己搬回了
粉巷老宅居住。当交租金的时候，王
师傅怎么都不肯收，他说：“房子暂时
不用，让娃安心去住，咱们是好邻居，
别总是提钱钱钱的伤了情分。”温馨
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滋润着我的心。

2006年我们分到新房，又有了新
的邻居。

2015年秋末，女儿买回热水器，
厂家派人安装，先拆卸掉热水器和顶
棚上连接燃气灶的旧塑管，关水阀
时，发现阀门已锈迹斑斑，松动剂用
掉不少，开关却纹丝不动，去一楼关
阀门也没用，去找物业，物业周日不
上班，只好自己想办法。说话间邻居
们下楼去了，眨眼工夫孙万鹏师傅过
来帮忙，他虽已年过古稀，却和年轻

人一样精神；年轻的刘建国师傅只穿
了一件汗衫，过膝的短裤，也赶过来
了。负责安装的小伙子迅速打开墙
上的阀门，一股水流突然喷涌而出，
两位师傅奋力去堵，可水压实在太大
了，直击师傅的上身，水灌入领口、袖
口，打湿了衣裳。尽管用尽全身解
数，水还是拼命往外喷射，手上的螺
丝一次次冲掉又一次次捡回，最后采
用轮换堵水方式，巧妙配合，摸索着
把螺母套好拧紧。

三年前的一个深夜，一楼中户家
庭由于电线短路引起火灾，一股浓烟
把住在三楼的舞蹈老师梅姐从睡梦
中呛醒，梅姐发现是楼下着火了，她
迅速爬起来，披上外衣慌忙往楼下
跑，滚滚浓烟不断向走廊、各层的房
间蔓延。水火无情，火苗蹭蹭往上
窜，发出呼呼的声响，房间烈火熊熊，
家具瞬间燃烧起来，同楼的住户们，
端起盆，提着桶跑来救火。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屋里的家
具、电器都化为灰烬，幸运的是人无大
碍。人们在为遭受火灾危害的家庭心
痛的同时，也意识到了防火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火情，如果没
有邻居们奋力救援，将会造成更大的
火灾隐患。

庆幸自己遇见过这么多好邻居，
让我可以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愉
快生活。邻里们做的每一件好事，都
留在我美好的记忆里。

暖心的邻里
□苗晓瑛

在关中，乡人赴宴吃酒谓之坐席。
乡人无事一般不愿惊动亲邻，若请客必有

大事。
或孩子满月，结婚；或老人割寿材、丧葬。前

者是家族新生命的诞生，关系血脉延续；后者是
老辈生命最后的告别。一生一死，容纳了生命的
两端，都属于隆重的大事，需郑重其事，设宴款待
前来的远亲近戚。

坐席有坐席的规矩。酒宴的前
一天，先设酒请来族里德高望重的老
人主持大事，商议安排各项执事。谁
负责采买，谁负责迎客，谁负责端茶
送水、端盘子上菜，谁专意为客人看
酒，诸事都要安顿停当。

办酒席的当天，各个执事便各就
各位。一般来说，当天的早饭相对简
单，先来的先就坐。吃的是浇汤饸
饹，以羊肉荞面饸饹为上品。光滑顺
口的荞面饸饹浇上飘着红油的羊汤，

上面撒上一点绿绿的香菜，里边隐隐约约露出几片
白白的豆腐，色香味俱全。菜是芥末调的扁豆芽拌
熟萝卜丝，香辣适口。饭毕，自去收礼桌上上礼（也
有先上礼后吃饭的）。

午饭才是正式酒席，就讲究多了。有专人安
排来客座次。主席依次是老小外家、舅家，然后
是其他客人。等客人坐好，主持人自然要请主人
和主要宾客致辞、祝酒。上面人的话说完了，下
面的人方才拿起筷子吃饭。

乡间吃席，其实是很讲究的。一桌人年龄、
辈分最大的人要坐在上首。吃饭时，上首的长辈

不动筷子，其他人就不能先动筷
子。每个人都要彬彬有礼，温文尔
雅地吃着，肚子再饿，也不能有狼吞
虎咽之相。席上的晚辈要时刻看
着，哪个长辈的酒喝完了，得及时倒
满，双手恭敬奉上。

这一天，主家游走在各个酒桌
间，要给每位宾客敬酒，特别是那些
长辈，万万不可怠慢，不然要招人耻
笑。长辈们更喜欢的其实是跟年龄
相仿的人划拳，一番“六六顺”“八匹

马”的吆喝，输赢初定，各自喝了罚酒。一般每桌
都是先从上首的长辈开始划拳，不会者打杠子。
于是那划拳的声音，就响彻了村头巷尾。

几圈酒下来，酒量少的人就先醉了。醉了
的人就坦露出各自的本性，有笑的，就有哭的，
有手舞足蹈的，也有红着脸骂人的，众生百态，
不一而足。遇上有些爱喝的，往往喝到天黑还
没喝毕，又点上灯火继续划拳，酒喝了一瓶又一
瓶，菜上了一碟又一碟，似乎没有结束的时候，令人
瞠目结舌……

今天坐席不同以往，过去的繁文缛节都减少
了，那些优秀的文化礼仪却继承下来。大概因
为生活富裕了，平日吃得好，酒席上的美味佳肴
对人们的吸引力就相对减少，人们纯粹是出于
礼节才来参加宴会的。

改革开放前，每个村庄的生产
队都有保管员，大的生产队还有 2-
3名保管员。

保管员又称红管家，主要担任
保存管理生产队物资责任。保管员
大多都选择贫下中农担任，也有中农和上中
农中人品端正、有责任心、爱护集体财产的
人来担任。

保管员的职责：主要负责保管生产队集
体的，各类粮食和瓜果蔬菜等可食性物资和
农器用具等生产资料的保管、发放，整理
修补损坏的东西。同时做好各种账目和货
物的发放、借用等记录，确保集体财产不
受损失。

保管员职责重大，特别是夏秋两忙时，
各类粮食和农器用具的保管。平时定期检

查各类物资及粮棉油等有无受潮霉变，做好
防火、防盗、防潮等事项，坚持勤俭节约、修
旧利用等，发现问题及时向队长报告，完成
领导交办的工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俺队经过社员大会，
一致选举贫农张甲荣担任保管员。他为人
正直，办事公道，不偏东向火，生产队分粮、
分菜等都由他掌握木秤杆子，公平合理分
配。队上的三间仓库建在麦场旁边，便于粮
食和农器用具的储存。仓库的门是两扇对
开，一侧有铁环，一侧有铁链套在一起扣在

门框上方。为了保险，多用2-3把锁子，甲荣
叔、队长和会计每人各持一把门锁，每次开
仓库门时需三人同时打开，确保储存的货
物不丢失。此前，有的生产队保管员伙同
他人监守自盗，利用夜晚偷盗队里的粮食
和物资。有鉴于此，各队的仓库门锁都在
2把以上，由另外 2-3人分别掌管。

保管员责任重大，甲荣叔认真细致。
入库的粮食他都会用牙咬，干燥无水分时
才入库；平时常检查，发现受潮发热现象
立即报告队长，派人晒干。因此，俺队上

很少发生粮食霉变、短缺等事
故。初期库房是用土坯垒成，虽
然垫脚砖有三层高，但狡猾的老
鼠仍然在土墙上、地下打洞或从
窗门缝隙偷吃粮食。为减少损
失，他向队长建议用砖和水泥砌
墙打地面，并修理门窗等孔隙，
堵死老鼠偷食之路。

每次仓库倒库或腾库，是最脏最累最辛
苦的劳动。站在用砖和水泥砌成近2米高的
池子内，粮食中混杂的粉尘大得睁不开眼。
昔时很少用口罩，每次他和我进池子，都是
用手帕从鼻孔向脑后系住再用木锨或斗盛
粮灌包，待到清理完毕，池子里的人已成土
人，鼻孔污黑，满嘴土腥味……

甲荣叔任劳任怨的辛勤付出，受到了干
部群众的一致称赞，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担
任俺队保管员直到家庭承包责任制，几十
年间，甲荣叔给我们立了一个好人的标杆。

因为喜欢喝水，所以
对杯子情有独钟；因为爱
美，所以对时装一往情
深。相信每一个爱美的女
子都爱时装，但每一个爱
时装的女人不一定酷爱杯
子。而我爱杯子如同我爱
时装，如同懂得在什么场
合什么时节穿什么服装一
样，我也是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
杯子。

办公桌上，我放着一个不锈钢保温杯，每天
早上，我或冲一杯清香的绿茶提神，让精神饱
满；或泡一杯自制的枸杞红枣桂圆茶养颜，让人
精神焕发；或泡一杯苦荞茶排毒，没有茶味而是
浓浓的麦香味，没有一丝苦味而是口感清香醇
厚，品后颊齿留香，整个屋子香气弥漫。在人人
都知道要重视健康，时时都在谈保健的今天，工
作中，这杯子这杯茶就是我健康之路的加油站，
我钟爱杯子，爱杯子就是爱健康。

冬天我用保温运动杯，在运动疲惫之时，
一杯热水温暖全身；夏天一个大号透明运动杯
伴我左右，酷热里一杯清凉的水让人心静。选
杯子，如同选时装，精美的同时一定要兼顾
实惠。我选杯子时除了注重它的样式、色彩
外，还要看它的封闭性是否完好，能保证我
装在包里不会漏水。生命在于运动，爱杯子
就是爱生命，

家中饮水机旁，一个红色轻巧的特百惠杯
子每天早晚为我服务，起床后的第一杯蜂蜜水
和晚上临睡前的一杯白开水都由它效劳。即使
平时逛街、朋友聚会，我也是杯不离手。朋友聚
会，杯盏交错间，唯我独用自己的爱杯，美其名
曰倡导环保。

人常说，一个杯子，就是一辈子。培训学
习，以杯鼓励，表示委以重任；朋友之间，以杯相
赠，表示终身为友；爱人之间，以杯相送，表示爱
你一世。

我钟爱的杯子中，有培训学习时单位发的，
有生日时朋友相赠的，有爱人出差从千里之外
带回来送我的……常常举杯之间，觉得自己很
幸福，收获了爱人之情，朋友之谊，工作之托。
于是，用杯子呼唤健康，用杯子珍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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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海军部造船厂为太平洋舰队
建造的首艘636.3型潜艇“堪察加彼得罗
巴甫洛夫斯克”号11月25日在圣彼得堡
交付海军。636.3 型柴电潜艇由俄罗斯

“红宝石”海军装备中央设计局研发，
属基洛级改进型第三代常规潜艇，被认

为是当前最安静潜艇之一。该型潜艇长
73.8米、宽9.9米，航速达20节，最大
潜深300米，自持力45天，潜艇乘员52
人，潜航排水量4000吨，战斗力较之前
型号有大幅提高。

□莫京娜 摄

俄为太平洋舰队建造的首艘俄为太平洋舰队建造的首艘636636..33型潜艇交付海军型潜艇交付海军

为期 5天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公约》）
第 24届缔约国大会 11月 25日在海牙开幕。中
国代表强调，尽快全面销毁库存化武和遗弃化武，
切实推进化学领域国际合作和科技交流仍是禁止
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面临的紧迫任务。

当天的开幕式上，禁化武组织总干事费尔南
多·阿里亚斯致辞强调，禁化武组织必须有能力
应对当前和未来在预防化学武器出现领域的新
挑战，“当前，化武的使用及潜在的科学技术滥用
等表明，我们必须为实现目标保持警惕并具备相

应的适应能力”。他同时着重介绍了禁化武组织
在建立新的化学和技术中心项目中取得的进展，
以及销毁已宣布化学武器库存的进展情况。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在发言
中表示，应平衡推进《公约》宗旨和目标，确保
《公约》各项条款得到全面有效实施。中方敦促
有关化武拥有国切实履行《公约》义务，按照缔约
国大会关于化武销毁逾期的决定，在规定时限
内尽早完成销毁。

他说，今年 9月，禁化武组织执理会代表团

访问了中国哈尔巴岭日遗化武销毁设施，中方
相信此访有助于各方了解日遗化武销毁工作全
貌，特别是销毁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方
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公约》义务，遵守执理会决
定，加大投入，确保按期完成销毁；同时呼吁
各方继续关注日遗化武埋藏信息缺失、污染土
壤处理等问题。中方主张严格依据《公约》规定
开展工作，防止禁化武组织成为地缘政治工
具，各方应坚持协商一致传统，努力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分歧。 □王雅楠 林立平

中国代表呼吁尽快全面销毁库存化武和遗弃化武

美国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
隆伯格 11月 24日正式宣布竞选总
统，矛头直指现任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

布隆伯格自称“做事人”和“解
决问题者”，暗讽特朗普只会夸夸其谈；布隆伯格
誓言“重建”美国，避免“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再获
一个四年任期。

其一，布隆伯格够有钱。最新一期《福布斯》
杂志中，布隆伯格是全球第11大富豪，身家超过
500亿美元，令以资产论成功、身家 30亿美元的

特朗普相形见绌；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布隆伯格
政治捐款超过1亿美元，帮助民主党夺回众议院。

其二，布隆伯格够有话语权。彭博新闻社由
他创办，在政治、经济信息报道方面颇具影响
力。布隆伯格宣布参选后，彭博社决定不做关联
布隆伯格和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的调查报道，但将

继续跟踪报道特朗普政府。
其三，布隆伯格够有商界影

响力。他曾是共和党人，后转为
独立人士，去年注册为民主党
人。相比伯尼·桑德斯、伊丽莎

白·沃伦等主张提高富人税的民主党主要竞选
人，布隆伯格立场更亲商，若与特朗普对决可能
分化共和党选票。

在一些政治分析师看来，民主党初选前景更加
扑朔迷离，布隆伯格仍存不少挑战。而布隆伯格一
旦胜出，特朗普将迎来显著不同的挑战。□徐超

布隆伯格正式参选美国总统
“美国重建”阻击“美国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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