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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 简媜 等 著

■ 安娜·昆德兰 著

事后，我惊叹于自己为何
没多爱那天一些，为何不像享
受舌尖上的软冰淇淋般地享受
那天的点点滴滴，为何不知晓
如此正常、日常的生活有多

好。不过我想，只有在正常、日
常一去不复返之后，你才知道。
而那天过后，万事皆失常。那天
是星期四，我还是那个旧日里的
我，自鸣得意、专注自我、志得意
满，把圈子里所有的事都当作快
乐的事。

“艾伦的生活就是，”杰夫一
直在问我供职的杂志社情况，他
说，“做个百事通，挣钱糊口。你
参加聚会，跟人们聊天，白纸黑
字上又嘲弄他们。这就像呼吸
呼吸就赚了钱。或者是打网
球。”

“你可以打网球赚钱啊，”我
说，“这叫职业网球选手。”

“噢，对，”杰夫说，“和父亲
打？”他从蛋卷底部吮着冰淇淋，

“很抱歉，爸爸，心智生命先生？
我决定搬到希尔顿黑德，当个职
业网球选手。我打算业余时间
读读福楼拜。”

“你们俩就不能至少有一个
在做人生决定的时候，不想着爸

爸会对这个决定挑刺儿？”我说。
弟弟们嘲笑、揶揄着。“噢，

太棒了，”杰夫说，“艾伦·古尔登
自愿放弃父亲的赞许咯！只是
整整晚了二十四年。”

“我做什么妈妈都开心。”布
莱恩说。

“噢，好吧，妈妈。”杰夫说。
“杰弗里，”有人在停车场那

头喊，“布莱恩！”弟弟们举起手
臂，散漫地敬了个礼，“怎么了？”
杰夫喊回去。

“现在，我在这儿过时了。”
我说。

那天晚上，父亲回来迟了，
不过我们都习惯了：他先靠在休
憩室的门框上，站了一会儿，而
后吃力地上了楼，安静得出奇。

对弟弟们来说并不奇怪，但
对我来说，却很是奇怪。我总
觉得我知道父亲的想法，即便
不是心理。每次我从城里回
家，从上大学到之后工作，他都
会叫我去他那间家具暗淡、光

线昏红的书房，在书桌椅上往
前探着身体，只是说一句：“说
说吧。”

我呢，就会信口开河地给
他讲故事，说说我在阶梯教室
里听说的著名作家，谈谈和编
辑们争论的语法问题，聊聊楼
下弹奏斯卡拉蒂曲子的邻居，
那人在细腻而单调地弹奏着那
架小巧而古朴的大键琴，我曾
经从他的公寓门缝里瞥见过那
架琴。

我时常感觉自己像是受到
了一位政府官僚的问询，或者
就像取悦苏丹国王的山鲁佐
德。我经常编造故事，编造很
棒的故事，于是父亲就会靠回
椅子上，表情放松，全神贯注，
他给学生上课时就是这种表
情。有时候谈话结束时，他会
说“有意思”，我就会很开心。

那天我们的母亲在医院，
就如往常一样，没有了她，房子
就像是舞台布景。那是她的房

子，真的。现如今，只要有人被
称作家庭主妇——她们几乎都
不是——我就会想到我母亲。
她颇费苦心地经营着一个家，
好好经营着一个家。她做营养
均衡的食物，上烹饪课程，就像
电影里一样将光滑的头发包在
头巾里，打扫我们家里的每间
屋子。她为一间屋子贴完墙纸
后，总是用同样的纸张包裹相
框，并放上家庭照，置于衣橱或
床头柜上。

起居室里最大的两张照片
是父母亲的合照。其中一张是
两人站在我家的前廊上。母亲
双手搂着父亲胳膊，一抹熠熠
发光的笑容点亮了她的脸颊，
似乎不知道生活里还有什么大
得过这种幸福——这个地点，
这个日子，这个男人。她微微
侧着身，转向他，而他直直地对
着镜头，双臂交叉在胸前，表情
严肃，眼神嘲弄。

下期关注：母亲得了癌症

写功课是第一要务。我们
那年代的小学老师都很狠，国
语生字每个字写两行，课文抄
一遍，还要背下来。我阿妈是
非常节俭的人，看到我们开电

灯写功课就会骂：“日头赤焰焰
不写，等天黑才写，无睬电（浪
费电）！”

那时候的阿公阿妈都是环
保斗士，看到我们浪费会赏来

“五斤枷”——用弯曲的指头敲
你脑袋瓜。所以，回家书包一
放，我立刻全神贯注地写功课，
把该写的放左边，写完的放右
边，很像公务员在办公。由于
我上课都很专心，所以写起功
课来又快又整齐又正确，老师
的红笔几乎都是打个大勾给甲
上。不谦虚地说，从小学一年
级起，我的功课从来不需要父
母操心，他们从未问我：“功课
写完了没？”能为自己的功课负
责，让我很有成就感。

这并不难做到，学校不会
给超过学生能力的功课，就看
你要不要做到。我很享受能把
功课做得完美、老师教的都弄
懂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断地激
励我更加进步，不但如期完成
老师交代的作业，连没交代的

也做了。这是我想跟你们分享
的第一个心得：自动自发。在
学习的路上，自动是左脚，自
发是右脚，缺一不可。

天未黑，功课写完了。把
书包理好，次日需带的东西也
备妥，这样明早吃饱饭背起书
包就可以出门。因为养成事先
整理的好习惯，所以我从未忘
记该带的东西。要知道，我们
都是走路上学 （约需二十分
钟），当时没有电话，要是半
路上记起要带的东西，踅回去
拿，一定会迟到。况且，爸妈
知道你漏带，不仅不同情你还
会骂：“只会背书包，人去随
人去，人回随人回，没生头壳
给你呀！”

我们的父母都很忙，农务
家事就够他们从天黑（凌晨）忙
到天又黑，根本无暇管我的功
课与生活事务。我从小就会体
谅父母那么辛苦养育我们，不
要他们操心，所以凡事都自
理。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二个心

得：如果你体谅爸妈，那就学会
独立自理吧！

功课写完，接着是打电玩、
看电视！对不起，我的童年没
有这些“扰乱军心”的玩意儿，
我们这一代农村小孩的课外活
动就是：家事，家事，做不完的
家事。家是全家人共有的，每
个人都要分工分担，不可以有
人当少爷，有人当奴婢。

我的家事业务包括收衣
服、折衣服，把阿妈放在晒谷场
上晒的萝卜干、豆腐乳等酱菜
收进来。我得注意天气，若有
下雨迹象，一回家就得立刻收
衣服、收酱菜，免得泡汤了。那
时没气象报告，我们小孩从小
就学会看天的脸色，称得上是
小小气象人员啦！

晒谷场上还晒了稻草，做
燃料用的。到五六年级时，这
变成我的固定工作，我得把稻
草卷成一只只的“草引”，如此
才能放入灶内燃烧。放学回家
看到一个篮球场大的晒谷场，

晒了满满的稻草，我也会叹气，
真希望自己不要活在地球上。
怎么办呢？只有四个选择：

一、暂时离家出走，去同学
家混到天黑再回来。不过，这
招无济于事，该你做的事不会
有人替你做了，稻草一根也不
会少。

二、装病。这一招很多小
孩用过。但逃不过大人的“健
康检查”：摸额头，没发烧；舌头
伸出来，正常；翻眼皮，正常。
大人大喝一声：“叫你做事就假
鬼假怪啦！”

三、一面做一面碎碎念一
面罢工，最后让累了一天的妈
妈边骂边收拾残局，心情恶劣
极了。

四、别抱怨，专心做完。
你会怎么选呢？我用十只

指头向你发誓，最好的选项就
是第四。

下期关注：做照亮他人的
人

该我做的家事

给父亲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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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子

都说婆媳是天敌，可杭晓
爱感觉到的却是来自婆婆浓浓
的母爱，让她能够不但与婆婆
融洽相处，而且在婆婆的鼓励
支持下度过婚姻危机。

杭晓爱 1985 年出生，父母

都在事业单位工作，家境还算
不错，生活不说是大富大贵，但
能满足她的小资生活。她从小
到大文艺范十足，是同学眼中
的文艺女青年。她的世界是梦
幻的，父母也希望女儿一辈子

都能生活在童话里。
2008 年大学毕业后，杭晓

爱没有留在上海，而是回到了
丹阳。虽然她向往大都市生
活，但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的她
不想因为柴米油盐而毁了自己
的梦想，觉得还是回到父母身
边好，父母当然是拍双手赞
成。她通过考试，应聘进了一
家事业单位，白天上班，晚上坐
在她那梦幻般的小屋里，泡杯
咖啡、看看书、听听音乐，很是
惬意。

工作一年后，有人给她介
绍男朋友。介绍人说，对方叫
韩冬晨，父母也在事业单位工
作，算是门当户对。小伙子与
她同龄，现在在一家企业做销
售。在父母的怂恿下，杭晓爱
同意见面。

2009年 10月底，两人在咖
啡店见面。见韩冬晨长得很高
很帅，穿得很潮很有范，身上还
有着淡淡的香水味，杭晓爱对
他的第一印象不错，觉得合自

己的口味，于是开玩笑说，“真
看不出来你是做销售的，还以
为你是演员呢。”

韩冬晨也很得体地夸赞她
长得漂亮和娴淑，“你很有文艺
范。”

两人一见钟情，开始频繁
地约会。他们都是典型的“文
艺青年”，膜拜好莱坞那些经典
的文艺片，崇尚巴黎式的浪漫
格调，感觉投缘。两人也都交
代了自己的“历史”。

韩冬晨说大学期间谈过两
个女朋友，一个因为看上别人
分了，一个是毕业前夕分了，

“与她们分手，我一点也不感到
可惜，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爱
吧，但我感谢她们陪我度过了
大学时光。”

杭晓爱的恋爱经历更简
单，仅仅在大一时接受了一位
学长的追求，但不到一年，学长
毕业了，他们的恋情就不了了
之。

韩冬晨突然想起一个综艺

节目上嘉宾的一句话，“晓爱，
有人说文艺女青年有三大劫
难：歌手、作家和前男友。你不
会对前男友念念不忘吧。”

杭晓爱淡淡一笑，“我说
过，没有缘分绝不强求。前男
友是过去时，如果还纠缠不清，
那就是糊涂蛋。我也相信一句
话：若爱请深爱，若弃就彻底！”

两人都认可这个道理，因
此感情发展迅速。2010年 3月
6 日是韩冬晨父亲的 60 岁生
日。他让杭晓爱出席他父亲的
寿宴，杭晓爱落落大方地参加
了寿宴。席间，韩冬晨把她以
女朋友的身份介绍给他的父
母。

两个老人仔细打量她后，
都笑眯眯地嘘寒问暖。韩冬晨
的妈妈和她闲聊了一会，得知
她和自己一样讲究用中药食
疗，显得十分兴奋。她亲热地
拉着杭晓爱的手，“晓爱，你很
像年轻时的我。”那天，大家都
很开心。（文中人物为化名）

有一种母爱，叫婆婆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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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月上旬，市慈善总会下发丹慈发（2017） 7号文件《丹阳慈善“助力千名学子成才工程”
2017年实施方案》，并组织开展对今年本市贫困家庭中新录取及往届在读大学生的助学活动。截止8月
18日，经本人申请，其所在村（居）委会初审，并将建议助学名单在村（居）委会公示栏内公示，镇
（区、街道）慈善分会、民政办调查核实，再由市慈善总会审核，确定对今年贫困家庭81名应届新生拟
助学名单、补报贫困家庭7名往届生拟助学名单予以公示。市慈善总会将各镇（区、街道）助学对象建
议名单，在丹阳市慈善总会网站及丹阳慈善微信公众号上公示3天，对公示后有情况反映的，进行调查
处理。广大市民如对所公示贫困家庭大学生情况有疑义的，请在公示之日起3天内向市慈善总会反映，
市慈善总会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反映情况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

丹阳市慈善总会网址：http://www.dycishan.com/
丹阳慈善微信公众号：dycishan
联系电话：86522335

丹阳慈善“助力千名学子成才”工程
2017年应届大学新生等拟助学名单公示

公路、铁路沿线、航道和港口
码头周边，是展示一个城市发展
和文明水平最直观、最形象的“窗
口”。今年以来，我市围绕省市

“五项行动”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
总体部署和要求，借势借力，真抓
实干，深入推进我市交通干线及
农村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六
项行动”，突出沿线环境治理，清
除视觉污染，着力打造畅通、安
全、舒适、优美、生态的交通出行
环境。

一、加强领导，确保责任分解
落实到位。从强化组织领导，细
化实施方案入手，积极主动作为，
积极履职尽责。目前，我市已成
立了由分管副市长挂帅，相关职
能部门及有关镇（区、街道）政府
分管领导为成员的“丹阳市交通
干线及农村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
治”六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综合整治工

作的日常组织协调和推进督查工
作；制定下发了《丹阳市交通干线
及农村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六项行动”实施方案》（下文简称
实施方案），把整治目标任务分解
到各镇（区、街道）和市有关部
门，纳入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责任
考核范围，要求成员单位迅速成
立相关的工作机构，层层落实责
任、分解任务到人，积极谋划整治
工作的思路和措施，抓重点、破难
点，保障综合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二、调查摸底，保障整治工作
精准实施到位。市公路处组织人
员根据《实施方案》中明确的标
准，对全市干线公路、铁路、港口
码头及农村公路（2级以上）沿线
环境和绿化现状进行了摸底调
查，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总量。目
前，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
公路、铁路以及二级以上农村公
路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量统计工作
已完成，共需拆除垃圾箱156个、

拆除固定非标331个、拆除违建、
构筑物2处、整治修车铺、洗车点
30处、清除边坡种植 7692平方；
交运局港口科联合市环保局对全
市内河干线航道上的龙源热电、
贝斯特建材等 16个码头进行了
现场调查，并结合码头规模、装卸
货种、港口设施的实际情况，进一
步明确了整治标准和时间节点要
求。同时，根据绿化现状摸底调
查情况，我们已委托南京林业大
学对辖区内5条国省干线公路、2
条铁路、2条高速公路及 20条农
村公路进行绿化景观设计，拟投
入 3200 万余元，完成绿化补植
455365平方，打造绿化亮点、节点
13处，营造路从树中行、人在画中
走的生态长廊。

三、借势借力，加快“六项行
动”推进步伐。与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有效把
握产业强市、生态立市、富民兴市
的发展理念，通过推进“六项行

动”综合整治工作，形成助推城市
发展的合力。为此，我市相关部
门和镇区已经加快推进“六项行
动”综合整治工作。截至目前，我
市S241、S122等干线公路城区段
绿化补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共
投入绿化经费1980万元，完成绿
化补植103000平方米；丹北镇结
合国家废弃矿山整治工程，组织
开展了胡高路片区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计划投入1亿多元；云阳街
道和开发区也已全面启动“六项
行动”综合整治工作，为扎实推进
我市“六项行动”综合整治工作开
了个好头。同时，按照市“六项行
动”整治工作小组的统一部署，市
交运局联合水利、环保、国土以及
相关镇区，迅速推进全市非法码
头整治工作，截至7月底，已拆除
我市境内长江夹江上4个非法浮
吊码头和1个固定式非法码头，并
对内河干线航道上的1家非法码
头进行了现场执法，关停封闭了

码头吊装设备，将于9月底前完成
拆除工作；市航道处组织相关机
械设备及人员，对苏南运河四叉
河至陵口先导段，实施了航道两
岸环境整治。现已清除苏南运河
23K～25K两岸农作物种植73600
平方米，清除垃圾1060立方米，修
复护岸 8 处，清理无效标志牌 4
块，清理排水沟8300米；市公路管
理处联合丹北镇政府，强力推进
非标、垃圾箱、占道摊点的路域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并取得了阶段
性的成果。截至目前，相关单位
共拆除固定非标102块，改造公路
沿线垃圾箱31个，清除占道摊点
12处，S308、丹界线等公路沿线路
容路貌明显提升。

下阶段，我市将继续坚持政
府主导、部门监督，围绕监督考
核，落实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整治
工作质量，强力推进整治工作难
点，全面改善全市交通干线环境
面貌，使其成为展示美丽丹阳的
景观带和风景线。（沙俊）

丹阳市交通运输局主办
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路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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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交通沿线生态环境更加优美
我市深入推进交通干线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本报讯 司法是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昨日
下午，我市召开支持人民法院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推进会，市
领导任剑平、赵立群、周爱
仙、陈俊，市人民法院院长唐
东升、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方
红卫出席会议。

据悉，近年来，我市紧紧
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目标，狠抓执行工作“信

息化、规范化、团队化、集约
化、常态化”建设，以规范高
效处置被执行人财产为突破
口，不断提高执行案件的质
量、效率和效果，初步具备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基础。截
至 8月 15日，今年法院共受理
各类执行案件 8465 件，结案
3461件，实际执结1709件，同
比分别上升 34.69% 、 5.36% 、
150.95%，实际执行到位标的额
54083.13万元。

下一步，我市将按照“用两
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
目标，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强化
对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惩戒力
度，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
戒力度，强化对涉特殊主体案件
的清理工作，提升执行工作实
效。同时，健全执行监督工作机
制，加强终结本次执行案件管
理，畅通执行转破产程序通道，
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努力把法
院执行工作打造成人民群众信

任的品牌。
会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任剑平指出，各相关部门要以
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开展
专项行动，加强工作创新，以高
强的凝聚力战斗力、高效的组织
性联动性有效落实和保障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加快建设更高
水平法治丹阳、诚信丹阳。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立
群主持会议，并就落实会议精神
提出要求。 （陈静）

强化对规避执行、抗拒执行惩戒力度，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力
度，强化对涉特殊主体案件清理工作

两年基本解决“执行难”
本报讯 昨日下午，记者从

全市出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
工作会议上获悉，即日起至年底，
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出租房
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全力消除
一批隐患，整治一批问题，切实加
强和规范出租房屋管理，确保不
发生暴恐事件和重大公共安全事
件。市领导任剑平、陈俊出席会
议并讲话。

近年来，我市外来人口逐年
增多、人员流动不断加大，住房租
赁市场活跃，但出租房屋管理制度
不完善、不落实等情况普遍存在，
由此引发的治安、消防、卫生、扰民
等问题较多。会议指出，我市将成
立全市出租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专门工作
班子，抓紧抓实集中整治各项措
施。

根据工作方案，我市将以村
（社区）为基本单位，对全市所有出
租房屋、群租（厂）房开展调查摸
底，重点对人均租住使用面积低于
6平方米或者居住人数10人以上
（含10人），存在治安、消防等安全
隐患的出租房屋；属于违法建筑或
者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
出租房屋；没有依法依规履行登记
备案手续或未签订治安责任书的
出租房屋；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出租房屋；住
宿与生产、储存、经营混合设置，不
符合安全要求的“三合一”等租赁
场所进行集中整治。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剑
平要求，各地要展开“地毯式”检
查，确保“一房不漏、一人不漏”，
从源头遏制安全违法事件发生。

（曾丽萍）

本报讯 昨日下午，副市长、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黄俊杰带领开
发区城管局、环保所、市场监管局
曲阿分局等部门负责人一行，赴
府前星座小区检查文明城市创
建，现场协调解决该小区存在的
饭店油污直排、地下管道堵塞等
难点问题。

据了解，府前星座小区沿街
都是各种餐饮店，这些店的油烟、
污水、噪音等没有做到按规定处
理后排放，直接排放造成了小区
内地下管道堵塞、房屋墙面油迹
斑斑，严重影响了小区内居民的
生活环境。与此同时，长期沿着
墙面滴漏的油污附着在电线设施
上，也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现场检查后，黄俊杰要求开
发区城管局、环保所、市场监管局
曲阿分局3家单位立即对府前星
座沿街餐饮店进行调查，拿出整
改措施；华甸社区对府前星座小
区里的地下管网等进行整治；“三
线”整治部门尽早消除小区里的
线路安全隐患。（开宣 忆严）

开发区下决心解决
府前星座环境问题

出租房安全隐患
整治启动

本报讯 为缓解用血压力，
保证临床用血，中国（丹阳）眼镜
城市场管理办公室近日与市血站
联合举行了“夏日传真情 热血
镜显爱”献血活动，组织市场内各
家商铺员工参加无偿献血，四天
共有 110 人成功献血 33100 毫
升。（冯友江 丽萍）

眼镜市场 110 名
员 工 无 偿 献 血
33100毫升

近日，城管局诚诚
广场中心的党员们走
进“江苏好人”、抗战老
兵汪深渠家中，听汪老
现场为他们上一堂生
动的党课。在听完汪
老讲述抗战故事后，党
员们纷纷表示，将牢记
光荣的革命传统，珍惜
来之不易的生活，以更
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
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
到自身的工作中。
（胡鹏飞 尹媛 摄）

听老革命讲党课听老革命讲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