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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在菲律宾苏禄省的军机坠毁现场
拍摄的飞机残骸。 新华社发

新华社马尼拉7月5日电 菲律宾国防 5日证实，前一天
在菲南部苏禄省发生的 C-130 运输机坠毁事件共造成机上
47名军事人员遇难、49名军事人员受伤。坠机现场还有 3名
平民不幸遇难，4名平民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是菲军方
30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空难。

搜救仍在继续，调查即将启动。一个细节引人关注——这
架坠毁运输机是今年 2月刚刚交付的美军“高龄”二手货，而事
发当天恰是美国“国庆”独立日及美菲建交 75周年纪念日。

过去一天来，这起惨烈的军机坠毁事件在菲律宾备受关
注。当地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一张对比图——出发时，士兵
们满脸笑容，对未来任务充满期待；事发后，现场只剩一片
浓烟烈火。

据当地媒体报道，运输机事发时搭载的 90多名军人中，
不少是将要部署到反恐一线的新兵。

菲军方早些时候说，一些目击者看到多名军人在飞机坠
毁前跳机求生。

相关人员正在搜寻“黑匣子”。菲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
扎纳已下令在搜救行动结束后对事件展开调查。菲律宾武装
部队总参谋长西里利托·索贝哈纳说，飞机坠毁前偏离跑道，
试图“重获动力但没有成功”。

菲军方文件显示，这架C-130运输机是菲律宾以“安全合
作援助”名义从美军购买的二手飞机，今年 2月正式交付菲空
军服役。另一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交付。

两架飞机原定总价为 25 亿菲律宾比索（约合 5087 万美
元），而在菲美军事合作框架下，美方给出所谓“友情价”——
16亿菲律宾比索（约合 3255万美元）。

通过一家记录C-130飞行器数据的网站，可以查到坠毁
的这架现注册编号为 5125的C-130军用运输机，首飞时间要

追溯到 1988年 2月，随后入列美国空军，注册编号为 87-284，
在美国空军多个部队服役后，于 2016年停飞。

换句话说，美军打着“安全合作援助”旗号、以“友情
价”卖给菲律宾的是一架有 33 年机龄、早就停在机库落灰
的二手货。

菲律宾多数军事装备来自美国。今年以来，美制装备已
酿成多起伤亡事故：

——1月，一架美国贝尔公司“休伊”UH-1型直升机在菲
南部布基农省坠毁，机载 7人全部遇难。

——4 月，一架美国麦道公司 520MG 型直升机在菲中部
保和省附近海域坠毁，1名飞行员死亡、3名机组人员受伤。

——6月，一架美国“黑鹰”军用直升机在菲北部打拉省坠
毁，机载 6人全部死亡。

听到几个认识的在校学生私
下商量，暑假准备去哪打游戏、去
哪旅游。我知道他们家境并不富
裕，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勤工俭学，
帮父母减轻一点负担呢？他们
说，家里不让，怕累着……他们问
我上学时寒暑假都在干什么？我
看他们有兴趣，就和他们聊起来。

我从小学五年级起，暑假不
是背着笼，去麦茬地里用木棍打
麦茬，就是到树林用竹耙搂地下
飘落的枯叶背回家，或者跟父母
进沟上坡，割枣刺、荆条、蒿草，打
成捆，背回晒干当柴烧。

上世纪60年代，高中暑假在学
校当小工。一是作物蔬菜，二是参
与基建，搬砖、和水泥。把砖搬到
房下浇水，然后一块块扔到两人高
的房顶，让上面的匠工接住。和泥
要先用架子车拉来土，堆成一个锅
型土堆，中间倒入铡得寸把长的
麦秸，放入土，倒进水，搅拌均匀。

泥和好，用铁锨铲泥往房上扔，匠工在
房上用锨接，力量要刚刚合适。否则，那一
锨泥水就会掉下来，劈头盖脸落在自己头上
身上。扔一会儿，胳膊就痛得抬不起来。无
奈，只能用传统老办法，我带着一头有钩的
长绳，顺高梯子爬上房顶，坐在房边。下面
另一个小工，用绳子绑紧的泥包装满泥，挂
在我垂下的长绳钩上，我用足劲儿把长绳拽
上房。半天不到，双手就会打满水泡、血泡。

累不累，肯定累；苦不苦，当然苦。但是，

一天能挣1元2角，学校收取1角5
分的管理费后，到手1元5分。那年
月，这可是一笔大收入，因为一个月
的生活费也才5元左右。

在京上大学，国家给我们贫穷
学子每月发助学金，吃饭买书不用
愁。可母亲用白粗布染黑给我做
的裤子，已经补丁摞补丁；一位工
人师傅送我的深蓝色夹克，肩上也
补了两块大补丁。放暑假，我无钱
买车票回家，也不敢去上街，怕我
的衣着让别人笑话……

暑假我就留在学校打工。活
路比较单一，就是和一桶水泥沙
灰，背上一摞红色的机瓦，爬上六
七层高的教学楼顶，将裂缝或破
碎的瓦片取下，换上新瓦，以确保
楼房不再漏雨。这活不重，就是
要蹲或趴在屋面呈斜坡的楼顶，
假若掉下去就可能有性命危险。
楼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阴，三

五分钟就会汗流浃背。不过我们知道自娱
自乐，我和几个同学干着干着，就会情不自
禁地唱起《红梅赞》《十送红军》等歌曲。

现在，国家富强了，一般家庭也不会为
衣食发愁。家境好的，可以外出看看祖国
的壮美河山；家庭一般的，可以选择打工挣
些零花钱。莘莘学子，最终要走向社会，面
对激烈的生存竞争，勤工俭学也能帮父母
减轻一点儿负担，也
能培养自己一点儿
吃苦耐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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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治军

明灯照我前行

我的父亲朴实无华，大爱无私。
我在城里买房后，父亲高兴得接连好几天

都没有睡好觉，先是计划着卖羊，后来索性连伴
随他多年的老黄牛也卖了。那天，父亲揣着一
沓钱，扛着一蛇皮袋的蔬菜来城里看我们。从
老家到县城，父亲要辗转很多次，凌晨五点他就
起床，先走3公里的乡村土路到镇上，再坐到县

城的早班车。到了城里，父亲愣是没舍得打
车，扛着沉甸甸的蛇皮袋走了30多分钟。我到
楼下接他时，他正用随身携带的毛巾擦着额头
的汗水，那汗水湿了他的头发，也湿了衣领。
我多次想接过父亲扛着的袋子都被他拒绝了。

上了楼，来不及休息，父亲把袋子里的东西
一样样掏出来，白菜、豆角、黄瓜、西红柿，大大
小小，足有十多种。妻子一边收拾一边说：

“爸，你一下拿这么多也吃不完呀！”“家里种得
多，城里吃什么都要买，这些菜没打农药，没用
化肥，你们慢慢吃……”父亲不紧不慢地说。
随后父亲掏出了一沓皱巴巴的钱：“娃儿，这些
是给你们买房添的钱。我们年纪大了，挣得也
少，你们先用，明年我再多养些羊，到时候再
给你们贴补……”

接过父亲手里的钱，我和妻子默默对视
了很久，不约而同地向父亲鞠了一个躬，直起
腰的那一刻，我和妻子的眼睛微微泛红。

我的父亲勤劳能干，落落大方。
早饭过后，我们一家人带着父亲去看新房，

只见父亲换上了一身迷彩服，我们还在不解中，
父亲便帮装修工人和起了水泥。我把父亲叫到
一边告诉他：“这些都是包工活，咱们自己不用
搭手……”父亲看了看我，沉稳地说：“干什么事
都不要太过斤斤计较，我干了，也是给咱自己
干。”说罢，父亲又忙活了起来。

短短几天，父亲和装修的师傅们已经打得火
热。后来接连几天，装修师傅都没有叫我买材
料，原来是父亲和他们打探清楚了，哪里能买到
同样牌子而且价格还便宜的材料。也正因为父

亲的搭手帮忙，新房的装修速度大幅提升，比原
计划的时间快了好几天。其实不说，我们也知道
这功劳应该全记在父亲的头上。

我的父亲淳朴善良，大仁大义。
搬新家的那天，我们邀请了亲戚朋友来家里

分享乔迁之喜。家里热闹非凡，唯独坐在一旁的
父亲似乎有些伤感，我赶紧和父亲沟通，原来他
想邀请装修新房的电工、水暖工、木工和瓦工一
起来家里。得知父亲的心事后，我赶紧给师傅们
打电话。晚些时候，师傅们都来了，和父亲坐在
一起，热热闹闹，无话不说，感觉就像一家人。

晚上，喝了酒的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娃
儿，不要小瞧这些装修师傅们，他们都是行家里
手，认识他们，你不亏，认识的人多了往后的路也
就好走了……”听了父亲的话，我瞬间清醒了许
多，已经明白今后的路怎么走是最好的。

夜静时分，在父亲长长的鼾声里，我又一次
感受到了父爱的伟大，也感受了父亲的伟大，他
的伟大默无声息却源远
流长；他的伟大像一盏明
灯照我一路前行……

枕雨入眠
□罗倩仪

田师傅是西安远东公司
（原西安机械厂）一位钳工
高级技师。我进厂的头一
天他就对我说：“世界上第
一台车床是钳工纯手工扣
出来的，现在还存放在德国
工业博物馆。”他多才多艺，
是对国家有着特殊贡献的
一位高级技师。

1982年，我们相识不久，
他发现我与其他年轻人不一
样，总爱钻研技术方面的事，
便给我了一张纸，题目是《麻
花钻的四大缺点》，共四句
话，与网上看到的日本、德国
钻头最优秀的磨法及各种用
途的专用花样磨法怎么改其
精髓的观点基本概括。

1987年，有一批大型锅
炉送煤链条要打孔，直径
27.5（±0.3）毫米，按标准打一
个孔要换 3次大小不一样的钻头，可有 60%的
零件内部有砂眼，钻头到砂眼会中心度偏位零
件报废，一次性打孔会把设备进刀齿轮报废。
我想起田师傅说过一句话，钻头助力最大量来
自横刀，我就用砂轮取掉横刀长度的 60%，记
得应该是65的锰铸钢硬度高，钻头容易退火，
我就以最佳垂直于钻头角度加大量冷却液，用
最低转速每分钟 50转，把全部有砂眼的孔打
完，没有一个废品。而且每个零件连毛刺都没
有，为厂里节约了大量成本。

1988年大干汽纺机的时候，编号为 250-
002的盖板，因淬火硬度高于标准约3度，大家
用攻丝机攻丝时，最前面一早上就断了7支丝
锥，而且每个要进行两次攻丝，我发现是丝锥
受力时孔中心点偏向移位引起断裂。就用田
师傅磨钻头的坡度，把在垃圾箱捡的一个断裂
的报废二锥，修磨成头锥角度。这些活几千个
孔没断一个丝锥，没废一个盖板。

一个气动量具因没有国外的参考设计无
法进行，他一个点子方法，使设计圆满成功。
田师傅能用立钻干出镗床级精度要求的活。
田师傅经常用国内外军事机械故障难题对年
轻人进行启发思维，使年轻人形成学习各专业
技术的良好风气。

田师傅和杨厂长等领导发现年轻人 90%
多都是初中毕业和下乡回来的，很多连看图纸
应该摆的方向都看不懂，就把我们许多年轻人
又放在技校进行专业培训。

多年过去，我一直感恩田师傅，是他让我
得到专业培训，也是他的精神鼓励我一直不懈
奋斗。至今，我们厂许多人还继续为国家发展
发挥着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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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加坡：：2424家私立诊所可接家私立诊所可接种中国疫苗

7月6日，新加
坡一家私立诊所
的医生为一名女
子注射科兴疫苗。

新加坡卫生
部选定 24 家私立
诊所为民众提供
科兴新冠疫苗接
种服务。

□邓智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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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政治的“党派部落主义”
誓言在美国独立日实现“独

立于病毒”的拜登政府，未能完
成接种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国
内对于疫苗接种的党派分歧越
来越明显，各州之间、城乡之间
接种比例也有显著差异。

从疫情一开始，民主、共和
两党及其支持者就在戴口罩、
隔离措施、病毒危害性等问题
上存在分歧，再加上如今在疫
苗接种问题上的对立，这些都
是美国“党派部落主义”顽疾在
疫情防控问题上的表现。如今
的美国深陷“为反对而反对”的
党争泥潭，掣肘盛行，效能低
下。政治瘫痪让这个拥有先进
医疗技术和充足医疗资源的超
级大国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攻击
时一败涂地，酿成了超过 60万
人病亡的人间悲剧。

“最新的政治断层线”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 7月 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迄今为止，美国 67.1%的成年人
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约58%的
成年人完成了疫苗接种。

美国媒体对数据进行分析
后发现，疫苗接种在年龄、种
族、地域、党派上都存在差异，
年轻人接种意愿较低，白人接
种比例远高于其他族裔，郊区
和乡村居民在接种上远落后于
城市居民。而党派差异尤为明
显，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
台、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和马里
斯特学院 5月初公布的一项联
合民调结果，45%的共和党人
不愿告诉别人自己已接种，
41%的共和党人表示不打算接

种。与此同时，只有 4%的民主
党人和 27%的独立选民表示不
打算接种。

美国《政治报》网站日前援
引哈佛大学一项分析说，在目
前居民接种比例至少达到 60%
的 39个国会选区中，38个选区
的代表是民主党人。相比之
下，在居民接种比例不到三分
之一的 30个选区中，28个选区
的代表是共和党人。“这些数据
凸显出，接种疫苗已成为美国
最新的政治断层线。”

美国《丹佛邮报》网站一篇
文章分析说，共和党人和民主
党人对新冠疫情及其危险程度
的评估截然不同，认为新冠病
毒对美国人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的民主党人大约是持同样看法
的共和党人的2倍。

公众对病毒及疫苗看法的
两极分化，与政治人物公开传
递的信息高度相关。美国《科
学》杂志指出，“美国的疫情应
对，受到政治人物发出的矛盾
信息的困扰”。《滚石》杂志网站
也刊文说，共和党政客把疫苗
当成党派问题，他们散播的反
疫苗信息正在发挥作用。

美国媒体警告说，党争带
来的这种意见分歧后果严重，
变异病毒正在美国等地传播，
那些接种率较低的地区可能
会面临新的感染高峰和更多
人的死亡。

“党争优先”
有美国媒体形象地指出，

美国人对疫情的反应充斥着
“红队对阵蓝队”的政治色彩。

泰德·克鲁兹、苏珊·柯林
斯等共和党籍资深联邦参议
员日前联合发起动议，敦促美
国疾控中心取消自今年 2月起
实施的口罩强制令。该强制
令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实
施的新政之一，要求全美范围
内所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人员都必须戴口罩，违者可能
面临刑事处罚。而克鲁兹等
共和党人认为，已接种疫苗者
无须遵守口罩令。

此前，16名国会众议院共
和党人 6月初共同提出一项法
案，要求禁止商业公司、医院、
疗养院、高校、保险公司等强制
或以其他方式要求其员工、客
户或学生接种疫苗。

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两
党一些政客就在如何看待和
应对疫情的问题上争斗不止，
将抗疫政治化，大搞“党争优
先”，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和地
方政府之间、不同党派主导的
州之间抗疫措施力度不一，抗
疫资源分配不均，就连戴不戴
口罩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引发
了一场“政治大战”。

面对这样不顾公众利益
的党派恶斗，美国国家过敏症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
福奇只能委婉地指出，“政治
分歧让协调合作行动不易形
成。”而美国《密尔沃基独立
报》网站一篇文章则更为直白
地说，政治斗争把这场疫情变
成针对反对者的战争，“但这
只会浪费生命、拖延抗疫进展
并加剧痛苦”。 □据新华社电

尽管美国各地推出多项激
励措施鼓励民众接种新冠疫
苗，并且疫苗供应量充足，但美
国政府仍未完成在 7月 4日独
立日前让 70%成年人接种至少
一剂新冠疫苗的目标。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5月
初设下这一目标。依据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最新
数据，迄今美国 67%的成年人、
即 1.73亿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
苗；大约58%的美国成年人完成

疫苗接种。全美大约3.3亿人口
中，55%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美国新冠疫苗接种进度
近期显现放缓迹象。白宫 6
月底承认，无法完成既定新冠
疫苗接种目标。 □张旌

美国未完成独立日新冠疫苗接种目标

一场夏雨突然而至，赶走了连日的闷热。雨
滴打在玻璃窗上，画出一条条竖直的水线。被风
一吹，那水线又变成了斜线或者曲线，婀娜多姿，
煞是好看。

雨越下越大，争先恐后地打落在玻璃上、水泥
墙上、窗台下的铁片上，以及窗外的树枝上，发出
各种不一样的声音，或低沉，或清越，无比撩人。
我家坐落在一所小学附近，透过阳台，正好穿进来
一阵阵整齐的读书声。

这些美妙的声音，让我这颗燥热的心慢慢平
静下来。我随手拿了一本书，斜靠在竹椅上翻阅
起来。随着这场雨的到来，气温渐渐降了下来，
夏日的风用略带湿润的手，轻轻抚着我的脸
庞。不一会儿，我便拥着一抹清凉，进入梦乡。

梦里，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和朋友在幽静的
书房里说着话。也不知她说了些什么，我直说
她在撒谎。朋友瞪着杏眼问我，为何说她撒
谎。我也有理有据：“你刚才跟我描述这件事的
时候，你的眼珠子是往右上方看的，这说明你不
是在回忆，而是在构建视图。而且，你刚才在说
话的过程中，反复摸耳朵，腿也不安地动来动
去。这些，都是你撒谎的证据。”

朋友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倒也没说我说得不
对，只说：“你这又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理论呀？”
我笑而不语。

她也不刨根究底，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走。不
知从何时起，雨已经停了，阳光柔柔地照着天地
万物。一棵棵柳树在风中起舞，白色的柳絮纷
飞，我明明记得自己身处异乡，却在柳絮纷飞中
看到了故乡，看到了儿时的自己，正在和小伙伴
们读着浅显却优美的诗篇。

良久，我从美丽的清梦中醒来，翻身一看，读
了一半的书跌落在竹椅旁，那本书名叫《读心
术》，是教人如何通过他人的微表情、小动作等，
来判断别人的心理状态的。我捡起书本，往外张
望，雨已经停了，斜阳照得外头挂着水滴的绿树
闪闪发光。读书声又一次响起，有人在一遍遍地
读着贺知章的《咏柳》。

我失声一笑，忽然明白自己为何会做那样的梦。
把现实带到梦境，让梦与现实交错，实在美

妙。有人曾说，人生中有一半的幸福是靠想象得
到的。我想，梦也是需要想象的，有美梦无疑就多
了一份美好。

我喜欢这个清凉的夏
日午后，可以枕雨入眠，
拥有一个清凉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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