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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
□阎保成

看着像宝贝一样锁在抽屉深处
的一摞孩子的毕业照，一次次如同母
亲抚摸沐浴中的孩子一样，抚摸着他
们稚嫩的笑脸。孩子的笑脸如花一
样灿烂，孩子的双眸如泉水一般清
澈，与我自豪但略显伤感的眼神形成
鲜明的对比。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又是一拨孩子羽翼渐丰、等待出巢的
季节，我思绪万千……

每天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你们
像早起的鸟雀，张开双臂，来到我们沉
默的鸟巢，扑进我温暖的怀抱，新的一
天在你们充满活力、叽叽喳喳的叫声
中开始了。

每天黄昏，借着最后一道晚霞，你
们像一个个喂饱的鸟雀，心满意足，快
乐地投入父母的怀抱，热闹了一天的鸟
巢又恢复了暂时的寂寞。

就这样，日子在我们每天接力赛似
的交接中流淌着，你们在我们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接力赛中长大了。

就这样，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交
接着手中的接力棒。曾经朝气蓬勃的
我们，带着青春的梦想，在如花的年
纪来到这个美丽的大家园，用知识辛
勤耕耘，用爱心无私播种，一年年过
去，曾经一头青丝中渐渐有了点点银
色，我们就这样无怨无悔像护花使者
一样守护着你们。

回首往夕，从如花的妙龄少女到步
入中年，我的活力在减，沉淀的是自

豪。我有惆怅，更多的是自信；我有失
去，更多的是收获。想想看，我曾经用
爱浇灌，用心哺育的第一拨幼苗，如今
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也许他们不曾记
得平凡的我，但我一定能清楚叫出他
们的名字，能给他们讲出儿时发生在
鸟巢中的趣事。

没有爱就不要从事这份职业，这是
我一直践行的职业诺言。年轻的父母
和我交流育儿经验，总是担心我们对孩
子关爱不够。我常常发自内心地告诉
他们，我们和孩子朝夕相伴，我们延续
的是你们这份亲情，怎么可能关爱不
够，你没听到孩子稚嫩的声音，每天甜
甜地叫我们妈妈吗？在我们心里，孩子
就是尖尖小荷上的一滴露珠，晶莹剔
透，我们怎么可能不用心去呵护？我们

心头时刻荡漾着母爱的温柔，我们在孩
子纯真的心灵里，播撒智慧的种子；在
孩子幼小的心田上，撒满爱的芬芳。这
难道不是爱的表现吗？爱到深处是无
言，无需我每天强调爱他们有多深。我
很清楚，我早已爱上这群可爱的小精
灵，爱上这平凡而又神圣的职业。

每年的毕业典礼上，当你们深情
地演唱“再见了，老师”，我心潮澎湃，
热泪盈眶，我知道，又是一个三年轮
回，需要周而复始；又是一拨鸟儿羽
翼丰满，需要飞向更高的天空；又是一
艘轮船即将启航，需要驶向更深的海
洋……再深情的目光，再温暖的怀抱，
再动人的故事，也留不住你们，我只能
一如既往地做永远的守巢人，默默地
守候聆听你们的佳音。

守 巢 人
□吴炜

在我的记忆中，每一次的团圆，都是一次
味蕾的享受与升华，摆满桌子的每一道佳肴，
都串起了满满的亲情与对美好的希望。

奶奶的拿手菜是肉丸子，别小瞧这不起
眼的小玩意儿，它可是“小身材里有大乾
坤”。制作肉丸子的肉必须是生长周期 1年
以上的农村土猪肉，冷水泡置几小时，去皮
剔骨，取其嫩鲜肉，大块鲜肉用刀切碎，将肉
放入盆内再放入切好的土豆、葱、姜、盐、胡
椒粉等佐料拌匀，用筷子顺时针手打成泥
状。这时奶奶总是不断嘱咐我，一定要往一
个方向打，切不可乱打，不然肉会僵硬；要不
断地一点点加水，增加肉丸嫩度；刚刚剔除
的皮不要丢掉，放入肉汤里，煮成皮冻会更
好吃；骨头也不能丢，放入肉汤里一起煮，皮
冻香得不得了……这满满的生活智慧，听得
我目瞪口呆，再看看奶奶满头大汗，不停地
重复着手打肉丸的动作，我暗想：这绝活，打
死我也学不会呀！

重头戏来了：手打好的肉泥用手挤出圆
球状放入热油中，奇迹出现了，一个个金黄
的肉丸，缓缓由锅底浮出油面，不一会儿圆
滚滚的肉丸就铺满了油面，你挤我，我推
你，互不相让。这时奶奶总会说：“我们村
里就我做的肉丸最好，我的肉丸外脆里嫩，
她们功夫都不到位。这做啥事呀一步都不
能偷懒，哪一步缺了，这味道就变了。”现在
回想起来，我奶奶的骨子里竟是满满的“工
匠精神”，对于全家团圆时吃的这个小小肉
丸，做起来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因为
这小肉丸承载着她对我们深深的爱。

做好的肉丸往往会加入手撕肉、黑木
耳、炸豆腐、菠菜、土豆粉等烩成一道菜，色
泽诱人，荤素适宜，肉丸鲜嫩脆香，入口即
化，配菜爽脆清香，让人欲罢不能。再加上
黄米糕、粉蒸肉、茄夹、皮冻等闪亮登场，一
桌团圆饭就要开席了。席间，谈天说地，觥
筹交错，酣畅淋漓；老人们堆笑，大人们微
醺，小孩们打闹，好不热闹……我是如此贪
恋这样的景象。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古时
文人的诗句读起来多少有些伤感，庆幸的是，
我却没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对我而言，团
圆确是那么的简单、直白与真切，团圆就是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一桌精心烹饪的饭
菜，用每一道菜肴让爱的感觉通过味蕾与记
忆传递，将家人在围坐间紧紧凝聚在一起。

团圆的意义
□陈涛涛

女儿五岁那年的夏天，我带她去城
里。天很热，人行道上走过的很多女人手
里都撑着五颜六色的太阳伞，遮挡着天空
撒下的酷热。路过文化宫时，女儿说想吃
雪糕。于是，我掏出一元钱给她。

女儿从我手中接过钱时，似乎犹豫了一
下，但还是走了，我站在树下阴凉处等她。

“你不是吃雪糕吗，咋买了冰棍？剩下
那五角钱呢？”我疑惑地问。

女儿没有说话，回头用小手指着路边

一个坐在地上，双腿残疾，向过路人乞讨的
男人。

“你是说把剩下的钱给他了？”
女儿笑了，然后点点头。我没有说啥，

也笑了。
“他没了腿，咋走路？你看，他多热，脸

上都是水。给他买个雪糕可以吗？”

我再次掏出一元钱递给女儿……
人之初，性本善。年幼时的这种善心，

在这种特殊场合，我不能毁坏掉，不能去伤
害一个无知善良的心，更不能当着女儿的面
去揭秘乞讨者是否是一个真的残疾人，即便
不是残疾，也不能把真情告诉她，我希望这
种善良之心，一直陪伴着她成长。

前不久，和朋友在一起喝茶，看到茶海
上摆放着三个蟾蜍茶宠。这三个蟾蜍坐姿
相同，唯独不同的是它们的前肢，其中一个
用前肢捂住双眼，另一个却是捂住两个耳
朵，第三个则是捂住嘴巴。这三个茶宠究
竟表示出了什么意思，朋友只笑不说，几日
过后我方悟出其中的道理。

直到如今，对那些经常在马路边假装
残疾人沿街乞讨的真相，也不曾给女儿讲
明。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流
逝，她迟早会明白的。如果永远不明白什
么是欺骗，那是最好，到那时这个世界仅
剩下坦诚和善良了。

秋天不知不觉就来了，学
校门前道路两旁银杏树的叶
子也渐渐变黄了，远远望去，
两排银杏树像换上了金黄色
的外衣。

这两排银杏树高大挺拔，
像两排哨兵，每天护送我回
家。一阵风吹过，黄黄的银
杏叶在空中你碰我我碰你，
像是在向我点头招手。又一
阵风吹来，树叶发出“沙沙”
声，那是黄叶道别的话音。
它们离开了大树母亲，欢快
地在空中翩翩起舞，有的落
在路边停放的车顶，有的落
在灌木丛上，还有的落在街
道上，远远看去铺了厚厚的
一层，大地都被染成了金黄
色，像铺了一块金黄色的地
毯，美极了。

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走在金色的地毯
上，像是绣了几朵鲜艳的花朵。层层叠叠的落叶
也像是给大地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为冬天做
好准备。街道上还有小朋友们的笑脸，他们在
给树叶选美，欢快地捡拾着心中最美的落叶。

我捡起一只已经掉落在地上的“蝴蝶”，原
来“蝴蝶”变成了一把金黄的“小扇子”呀！瞧，
它的叶脉是那么清晰，“扇子”的中间分岔开了
一个空隙。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时不时地嗅到
几丝雨后的清新空气，随着金色“扇子”散发出的
气味，真是沁人心脾。这时，大家都停下了急匆匆
的脚步，仰望天空，细细地闻着、闻着……四周安
静极了，我能听见从银杏树叶中钻出来鸟的叫
声，甚至还能听见露珠滚动在“扇子”上的声音。
我微闭双眼，陶醉在这无比美妙的天籁之音中。

再次随着凉爽的秋风，数不清的叶子落下。
这次，它们可不再是“小扇子”了，而是迈着轻盈步
子的小精灵打着旋儿飘落下来，还施展着魔法。
面对枯萎，它们却依然笑容满面，真是乐观！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秋天是真的来了。你瞧，
银杏树都换上了漂亮的秋装，正迎接秋天的到来，
是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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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模式”峰会在巴黎举行
强调全面落实明斯克停火协议

间百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最近，法国爆发了1995年以来最大规
模的罢工。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当天超过
70个城市发生反对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
游行示威，游行总人数超过80万人。法国
总工会则称游行人数达到150万人。

法国素有“世界罢工之都”之称，一言
不合就罢工在法国实在太常见。但这场
罢工规模之大，却是许久未见了。

法国人这场大罢工的起因是什么？
法国政府如何应对？未来这场大罢工将
走向何方？

大罢工来势汹汹
法国全国交通几乎瘫痪

据法国媒体报道，此次大罢工涉及公
交、能源、教育、医疗等行业。罢工游行
造成法国全国交通几乎全面瘫痪，巴黎
16条地铁线路中有 10条完全停运，全国
90%的高铁停驶，法国航空公司取消了
30%的国内航班。

媒体纷纷形容当天是法国民众出行
的“黑色星期四”。

此外，巴黎约有 300 所学校被迫停
课，法国全国 70%的学校受到罢工严重影
响。部分暴力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警方宣布逮捕上百人。

法国工会组织方面此次声称会实施
“无限期罢工”，甚至称已经做好“战斗到
圣诞节”的准备。这意味着罢工可能延
续数天乃至数周之久。

民众怨气重
退休制度改革引爆全国大罢工

本次罢工的起因是法国政府正在推
动退休制度改革。对于马克龙政府来
说，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据媒体梳理，目前法国存在 42个退
休金管理金库，82%的退休人员遵循统
一退休制。“特殊退休制度”在 42 种退
休制中占 13个，其中既包括法国国家铁
路公司和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等公立机
构，也包括电力、燃气、矿业、宗教、公证
人等领域。

马克龙发起的改革试图统一所有退
休制度，提供特殊福利的退休制度将会
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积分体系，
按积分计算退休金，退休越迟退休金越
多，反之亦然。

对于法国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工
会方面认为相关改革会损害员工利
益。法国公共交通系统首先表达了不
满。早在 9月，法国巴黎就爆发了 12年

来最严重公共交通罢工。
根据民调结果，支持本月罢工的民

众中有 85%相信，改革将迫使他们工作
更长的时间。同时，80%的人表示对政
府充满反感。

改革退休难
马克龙能否啃下这块“硬骨头”

法国是世界上公共
养老金开支最高的国家
之一，而随着经济衰退、
人口老龄化现象不断加
重，法国养老金赤字不断
增加。从上世纪 90年代
起，几乎每一届法国政府
都致力于退休制度改革，
每一次改革都伴随着工
会组织的强势干预和抵
制，伴随着声势浩大的罢
工与游行。

然而，问题留待日后
解决将越来越棘手。马
克龙无法回避地再次推进
退休制度改革。根据法国
官方数据，法国的养老金
支出已占国内生产总值

14%，几乎超过所有欧洲国家。如果当前
法国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养老金体系
的潜在赤字将于2025年达到190亿欧元。

在种种压力之下，马克龙面临着
就任法国总统以来的最艰巨考验。主
张进行退休制度改革的法国政府与反
对相关改革的工会组织互不让步，大规
模罢工已经陷入“拉锯战”。 □刘梦姣

“战斗到圣诞节”：这场法国大罢工为何来势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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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 12月 9日在
法国巴黎举行，法国、俄罗斯、德国、乌克
兰四国领导人参加会议，旨在为乌克兰东
部冲突商讨解决办法。峰会发表共同声
明，强调应全面落实明斯克停火协议。

法国总统马克龙、俄罗斯总统普京、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会议期间举行了多边会谈和多场双边
会见。9日深夜，法国总统府发表峰会共
同声明说，明斯克停火协议仍然是“诺曼
底模式”的工作基础，各方致力于全面落
实明斯克停火协议。

法俄德乌四国强调，希望在欧洲构建
全面、可持续的信任与安全，解决乌克
兰冲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之
一。在此基础上，各方决定立即采取措
施，稳定冲突地区局势。各方承诺在今
年底前实现全面停火，并采取一切必要
支持措施。声明还提及制定和执行新的
排雷计划、撤出部队和装备、释放和交换

被扣人员等。
声明说，为落实明斯克协议中的政治

条款，各方表示愿意在“诺曼底模式”和三
方联络小组（俄罗斯、乌克兰及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为顿涅茨克和卢
甘斯克地区特殊地位安排的法律问题寻
求共识。

声明说，各方将要求外交部长等采
取跟进措施，确保达成的协议得到落
实，并同意在 4个月内召开下次“诺曼底
模式”会议，着重讨论地区选举的政治和
安全条件。

“诺曼底模式”始于 2014 年 6 月。当
时法国借纪念诺曼底登陆 70周年之机，邀
请俄罗斯、德国、乌克兰领导人在诺曼底
就乌克兰局势进行磋商，开创这一机制。
此后，四国曾多次举行各层级磋商，但最
高层级的领导人会议自上次于 2016年在
德国柏林举行后，因各方在乌东部问题上
分歧较大一直未能再举行。

2014年 4月，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包括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爆发乌
政府军和民间武装的大规模冲突。经国

际社会斡旋，冲突双方分别于 2014年 9月
和 2015年 2月在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确
定了停火分界线。 □徐永春

12 月 9 日，
在 法 国 巴 黎 ，
（从左到右）乌
克 兰 总 统 泽 连
斯基、法国总统
马克龙、俄罗斯
总 统 普 京 和 德
国 总 理 默 克 尔
出席“诺曼底模
式”四国峰会。

高静 摄

这是这是1212月月55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罢工游行现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罢工游行现场场。。 韩茜韩茜 摄摄

德国执政党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
成）12月 9日表示拒绝与执政伙伴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就联合执政协议重新谈判。

基民盟秘书长保罗·齐米亚克当天在基
民盟高层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说，基民盟将遵
守执政协议，希望其他执政伙伴也能遵守协
议，不会就执政协议重新谈判。他说，社民党
应当“放弃幻想”，协议应持续到本届政府任
期结束。

基社盟主席马库斯·泽德在党内高层会议
后也表示，不会有新的联合执政协议，社民党
应当遵守协议。

现阶段，社民党新领导层在最低工资、新
联邦政府预算、气候政策和收支平衡的财政
政策等议题上与联盟党存在差异。

社民党在今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和德
国地方选举中失利，党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
今年 6月引咎辞职。12月 6日，社民党在党代
会上选举萨斯基娅·艾斯肯和诺贝特·瓦尔
特-博尔扬斯为党主席。两人主张与联盟党
就修改联合执政协议进行谈判，视谈判结果
决定社民党是否退出执政联盟。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社民党如退出执政
联盟，现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政府将成为议
会少数派，可能触发提前举行联邦议院选
举。默克尔去年 10月宣布将于 2021年总理
任期结束后退出政坛；同年 12 月，克兰普-
卡伦鲍尔当选基民盟主席，接替已担任该职
18年的默克尔。如果提前选举，或将意味着
默克尔政治生涯提前结束。 □张远 任珂

德
国
联
盟
党
拒
绝
与
社
民
党
重
谈
执
政
协
议

芬兰社会民主党 12月 8日晚提名桑娜·马
林出任政府总理，得到与社民党联合组阁的其
他 4个政党认可。

马林现年 34岁，马林在刚刚解散的政府内
担任交通与通讯部长。她 1985年 11月出生，27
岁成为家乡坦佩雷政坛新星，2015年当选芬兰
议员。她在社民党内是副党首，曾在林内生病
期间代理总理职务。

她不希望人们过于关注她的年龄。“我从来
没有考虑过我的年龄、性别，我考虑的是我投身
政治的那些原因和让我们赢得选民信任的那些
事情。”

马林就职后将成为芬兰最年轻总理，也是
全世界最年轻总理之一。乌克兰总理阿列克
谢·贡恰鲁克现年35岁。

林内担任总理仅 6个月。因不满芬兰邮政
公司 9月降低 700名包裹分拣员薪酬，芬兰邮政
系统近万名员工 11月罢工半个多月，其他行业
举行罢工以示支持。林内在罢工潮中引咎辞职。

本月 9日至 11日，预计来自多个行业、累计
10万人将举行新一轮罢工。

芬兰人口大约550万。2016年芬兰出台一项
增加劳动者全年工作总时数的规定，此后工会与
企业主一直未能就工作时长达成一致。 □郭倩

芬兰最年轻总理马林将就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