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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尼克尔斯 著

约书亚·莱文/著

富二代追婚记

■ 静子

惨烈混战

杰拉德的故事

张明凯与陈明丽并排走出
了小吃街，这一路上，他的心都
砰砰乱跳，这可是他从高二开始
就幻想着的时刻：与心爱的女孩
肩并肩、手挽手散步。虽然现在
还没有手挽手，但已经能肩并肩

了，他的心在颤抖，声音也在颤
抖：“陈明丽，刚才看你砍价，我
真以为你是老板，我是伙计！你
真是太聪明了，我真不如你。真
的要好好谢谢你，我请你吃顿饭
吧。”

陈明丽如今看他的目光是
柔和的，“张明凯，通过这几次的
接触，我发现你在蜕变。你真的
很努力，也拿出了当年追女生的
劲。我为你高兴。照这样下去，
你肯定会成功的。饭就不要请
了，你好好想想今后的发展吧。
千万别因为目前的一点点进步
就沾沾自喜。”

随着生意越做越顺畅，张明
凯把代理商业务做得有声有色，
定点饭店越来越多，还有了许多
大酒店的大单生意。在陈明丽
的出谋划策下，他成立了自己的
羊产品配货站，招了 4 名员工，
开始为 50 多家餐馆合同式配
货，迈开了艰难创业的第一步。

一个冬季下来，张明凯赚了
很多。可到了夏天，就是羊蝎子
的淡季，他也有点懈怠了。陈明
丽休息时间都会来帮他忙，虽然
没有明确挑明恋人关系，但外人
都能看出他们是一对。张明凯
之所以还没有表白，是陈明丽的

一番话说动了他：“张明凯，你从
高二开始骚扰我，害得我差点没
能考上大学。如今，你虽然‘改
邪归正’了，但我还没毕业，也还
要考验你，就算对你以往的过错
加以惩罚，多考察一段时间。”

张明凯乐了，如今的他不
再那么肤浅，一定要她答应什
么要求，只要她的心在自己身
上就行。

见他无所事事的样子，陈明
丽急了，劝他利用这个闲暇时间
去充充电。如今她的话对张明
凯来说就是圣旨，何况是这样有
道理的建议呢，他深以为然。他
本就喜欢数理化，有一定基础。
其实他最大的梦想是成为发明
家，陈明丽一再鼓励他要坚持自
己的梦想。在她的鼓励下，他参
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时，
在她的介绍下，加入了几个讨论
群。在这些专家面前，他仿佛找
到了自己的方向，是提问、发言
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并在一些期

刊发表了专业文章。
2015年 4月，力学讨论群一

次线下群聚，张明凯和陈明丽都
到场了。当得知张明凯不是正
规在校大学生，很多群友都吃惊
不已，“真的吗？那你太伟大
了！”群主则更是鼓励道：“我看
了你发的一些文章，发现你思维
非常开拓，完全可以在发明的道
路上试一试。”陈明丽也在一旁
鼓励他：“我也觉得你行，你有一
个非常聪明的脑袋，只是当初用
错了地方。”

女友的鼓励对张明凯来说
就是一针强心剂，他在做生意之
余又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每天都
过得很充实。当然他也没忘记
父母，常常打电话回家，母亲身
体还行，就是父亲还躲在外面没
回来，这成了母亲的心病，“妈，
你放心，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替
爸爸还清债务。”

（文中人物为化名）

5月20日准下士西里尔·罗伯
茨身处索姆河南边的沃谢莱。他
的队伍，即女王皇家团的2/7营之
前被派去法国做劳力，5月的上半
月他们一直在法国工程兵的带领
下工作。他们没想到真会让他们
打仗，因为一点都没接受过这方
面的训练。他们整个营只有三支
布朗伦轻机枪，没有迫击炮，也没
有运输车，只有14辆卡车和1辆
汽车。

5月18日，他们接到命令，前

去阿布维尔，再从那里去朗斯。
在那里，他们的火车被敌军的炸
弹和机枪子弹毁了。5月20日，
他们到达临近的小村庄沃谢莱，
正好发现装甲师浩浩荡荡地开过
来了。西里尔的营发现自己处于
风暴之眼，结果是一片混乱。

海因茨·古德里安下达的命
令是第2装甲师拿下阿布维尔和
弗利克斯库尔中间的地方，扫除
英军和法军的抵抗势力；第1装甲
师则负责弗利克斯库尔和亚眠东
边的河之间区域；而第10装甲师
守住一直到贝罗尼往东的地方。

5月20日，第1装甲师拿下亚
眠。那天清晨，第2装甲师的迪茨
中尉从索瑞尔村出发。他的整个
作战部队都在前进，他们的前进
方向是阿布维尔和海边，一路上
没怎么遭到抵抗，到了离镇子12
英里的地方，巨大的蛇形队伍停
下了脚步。到处都是难民的车子
和垃圾。

坦克暂时还待在原地，因为
它们的燃料终于用完了。轻步兵
开车向前，意图占领阿布维尔西
边的阵地。先锋的装甲车跟着

士兵们一家家地搜查。这个镇
子和之前那些一样，都被狂轰滥
炸，然后被德军控制，似乎，通向
海岸的路已是畅通无阻。突然，
一条消息传来，德国空军已经派
了斯图卡来轰炸阿布维尔的几
座桥。

传令官和通信员立马在阿布
维尔的大街小巷穿行，呼喊着通
知所有人去郊区，已经到达镇子
的坦克发出阵阵轰鸣。在狭促的
城市空间里回荡着，十天来一直
专注于向海峡前进的德军突然被
要求撤退，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撤，
德军依然有人守着桥，总部的人
也原地待命。

总部的军官们想要入睡，他
们心里明白迎接自己的会是怎
样的命运。但斯图卡并没有来，
袭击被叫停了，但这个消息并没
有传达到作战部队。第二天早
上七点，镇里的大部分据点就已
经再次被德军拿下，这一天德军
围捕了数千名俘虏——大部分
是英国人——然后把他们送去
了后方。

曼施泰因计划中最具决定意

义的阶段就是穿过默兹河、扫平
色当周边地区以及冲着西南方向
的海岸疾行。这一阶段已经圆满
完成。英军、比利时军和法国第1
及第 7 集团军被困于一块纵深
120英里，宽80英里的狭长地带。

5月20日早上，西里尔·罗伯
茨所在营里的一个排负责守住阿
布维尔的桥。难民们涌入镇子的
时候，排里的将士们就回到大部
队中。他们向东走，速度很慢，后
来，空袭过后燃烧着的废墟挡住
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只好掉头，另
找一条路。

路过一个农庄时，他们注意
到难民的表现有些异常，不一会
儿，一架机枪开火。有些士兵跳
进水沟，其他人还待在路上。就
在此时，一支德国装甲纵队出现
在路面上，最前面是一辆坦克。
藏在沟里的二等兵杰克曼看到
他在路面上的队友被德军俘虏，
于此同时，他和沟里的队友身后
也出现了一台装甲车。德军挥
舞着手枪和冲锋枪从里面跳出
来，杰克曼和队友举手投降。

5月20日早上，德国对阿布维

尔的空袭开始加大力度，整个营
承受着高强度的轰炸。他们在一
个宽阔的乡村地带，基本没有反
坦克武器或者布伦式轻机枪。指
挥官下令朝着埃帕涅埃帕涅特方
向撤退，并且跨越索姆河。

总部的亚当斯少校成功地领
导一支小队穿过索姆河，到达布
朗基。从这里，他可以去旅部，最
终到达位于鲁昂的北部指挥部。
与此同时，营长格林中校带领一
群人花了三天时间，先从阿布维
尔边缘跋涉到人去楼空的哈米古
村，然后越过布雷勒河，到达圣皮
埃尔村。虽然被机枪打散，但是
所有的成员最终还是到达了鲁
昂。

但营里包括西里尔·罗伯茨
在内大部分人还留在沃谢莱。他
们没有收到任何命令，去搜集信
息的两位军官也没有回来，一时
间所有人都局促不安。5月21日
早上，德国的坦克大队到达了他
们已经暴露的阵地。女王私人
皇家团 2/7 营的数百人一下子
成为俘虏。

下期关注：绝地反击

伊莲娜朝父亲走去。这时
凯特敲了敲杯子，全场顿时安静
下来。

“现在我向大家隆重地介绍

勇敢公司推出的新书《伊萨卡之
路》，还有它的作者杰拉德·拉特
里奇。”

杰拉德看到所有人齐刷刷
地向自己走来，他们一边微笑一
边鼓掌。

“谢谢你，凯特，”杰拉德说，
“谢谢勇敢公司的所有工作人
员。还有你们，显然你们找不到
其他更好的事可做。”这句话引
来一阵大笑。在笑声的掩饰下，
杰拉德使劲清了清喉咙。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能看
到这本如同弃儿一般名不见经
传的书重见天日我也非常激动，
何况这个版本还如此精致。我
觉得这更像是做了一次拉皮手
术——你再次感受到了过去的
自己。”

大家又一次大笑起来——伊
琴娜也笑了，但更多的是吃惊。
他是如何想到这个比喻的？看来
她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笑声如同兴奋剂一般让杰
拉德振作起来。他低头看了看

手里的书，还有那些用铅笔标注
的段落，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些
内容他早已悉数在心。这是他
倾注了大半辈子人生的故事，他
根本不需要打开这本书。

“我不会耽误大家太长时
间，不过我觉得应该和你们说说
为何会写这本书。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地
中海的英国海军舰艇上度过
的。我们一度在西西里岛西岸
的斯科奇抛锚，那是位于西西里
和突尼斯之间的一个偏远的珊
瑚礁小岛，它从海底向上蔓延，
大概比海平面低一英寸左右。
四千多年来，很多船只或成功或
不成功地绕过这个无名岛礁。
那里非常热，我和其他队员一起
跳到海里游泳。放眼望去，一点
儿陆地的影子都看不到……”

所有的听众都和那些古希
腊雕塑一般鸦雀无声，凯特完全
被吸引住了，仿佛她从没读到过
他说的这些话，已经等不及要知
道所有的故事了。

杰拉德微笑着继续讲述下
去，伊琴娜紧盯着父亲，他似乎
变成了一个天生会讲故事的人
——或者说，他重生了。

杰拉德继续说：“在战争期
间和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乘着
一艘二十四英寸高的破旧纵帆
艇在地中海上巡游，每天都在看
那破烂不堪、布满盐渍的《奥德
赛》。我觉得自己看到的很多岛
屿、海港和海岬可能就是《奥德
赛》中很多事件发生的实际位
置。我相信那是奥德赛战胜独
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关键……”
然后他不再说话，眼睛紧盯着对
面墙上的大理石雕塑。

伊琴娜从未见过父亲这个
样子。他似乎被什么触动了。

杰拉德望着眼前一张张充
满期待的脸庞，意识到自己的停
顿太突然了，他必须再说点儿什
么：“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于卡瓦
菲丝的诗《伊萨卡岛》，我喜欢他
说的那句话，到不到达伊萨卡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路上的风景。

谢谢大家！”
热烈的掌声和嘈杂的赞许

声在美术馆和雕塑间回荡着。
那个在利名顿有艘游艇的家伙
提问：“那个旅行用了多久，三个
月能完成吗？”

杰拉德平静而高声地回答：
“那些年，在战争期间，我乘着英
国海军舰艇，后来是驾着自己的
船航行，但并不是完全按照书中
描写的路线，从特洛伊到伊萨
卡。我准备去……”他停顿了一
下。

伊琴娜向前走去。肯定发
生了什么，要么是他的大脑，要
么是他的心脏。

杰拉德慢慢地抬起手向喉
咙抓去，他的脸也变得狰狞起
来，眼珠朝远处雕塑的方向翻
着。

伊琴娜迅速冲上前，一把抓
住杰拉德的胳膊，把他挡在自己
身后，这时他的眼泪滚落了下
来。

下期关注：露露的生日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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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11月16日 10kV越岭228线
路（全线：埤城邹家、常兴后、江
苏名和建设有限公司一带）07:
00-16:00；

10kV 西丰 241 线路（全线：
前冷山、狼巷墩、赵家庄、勤丰
村、彭庄、荷花村、石头王家、后
水晶山、林丰西、包家庵、西巨
村、李家、老徐庄、江苏鸿发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一带）07:00-16:
00；

10kV 白龙 229 线路（全线：
段善桥、丁家庄、白龙寺村、钱
家、沃柯里、东白龙村、土库里、
丹阳市晶泰玻璃有限公司一带）
07:00-16:00。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7部影片：
周渝民、薛凯琪主演爱

情、喜剧电影《天生不对》；刘
亦菲、埃米尔·赫斯基主演爱
情、战争电影《烽火芳菲》；张
晋、余文乐主演动作、剧情、犯
罪电影《狂兽》；肯尼思·布拉
纳、约翰尼·德普主演犯罪、剧
情、悬疑电影《东方快车谋杀
案》；动作、科幻电影《雷神3：
诸神黄昏》；科幻惊悚片《全球
风暴》；剧情、冒险电影《七十

七天》。

全 球 最 先 进 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埃
影城免费提供3D框架、夹片
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影
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号：卢
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中影国际影城

戴着口罩还抽烟！

我们的健康如何走向“精准”？
前几天，我国多地出现严重

雾霾，为防止吸入有害颗粒，有
部分吸烟人士一边戴着口罩，一
边不忘在口罩中间开个小口、照
常吸烟。网友评价：“看上去好
有创意！”

雾霾天，戴着口罩抽烟多少
会有助健康吧？总吃钙片为什
么还补不进钙？“少吃多动延年
益寿”，究竟吃多少“算少”……
以上种种，折射出当前我们的

“健康营养观”依然存在诸多空
白和误区。如何走向“精准”，是
关乎国人健康的“民生大事”。

要有正确的“公共健康观”

“我们对 51 万健康人群进
行了长期跟踪研究，结果表明，
吸烟对健康的影响远超雾霾。
香烟烟雾中含有 6000多种化学
物质、60多种致癌和致畸物质，
吸烟可致 20余种疾病。每天吸
一包香烟，抽上 20 年，各种慢
病、肿瘤都会‘找上门’。对吸烟
人群，与其躲避雾霾，不如先戒
烟。”在刚刚结束的“2017精准健
康和精准营养国际研讨会”上，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
院人群健康系的终身教授陈铮
鸣说。

大会主席、中国营养学会基
础营养分会主任、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林旭研究员
认为，各类慢性疾病、恶性肿瘤
的诱因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密
切相关，实现“精准健康”首先要
树立正确的“公共健康观”。

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哈佛
大学营养学系主任、美国膳食指
南咨询委员会专家胡丙长，以及
陈铮鸣、林旭等专家介绍，正确
的“公共健康观”包括，吃新鲜蔬
菜和水果、保持体重、不抽烟、少
油、少喝含糖饮料、多吃粗粮、避
免过度饮酒、多样化饮食生活方
式、增加体力活动。

结论看似简单，却都有严格
的科学依据。以吃水果为例，陈
铮鸣说：“我们发表在《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的研究结果证实，新
鲜水果摄入对低心血管发病风
险有显著相关，若每人每天食用
一份新鲜水果，心血管疾病死亡
人数可每年减少50余万。”

要有自己的“大队列追踪”

“少吃多动延年益寿”，那么
按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究竟吃多
少“算少”？

林旭说，不同人种有不同的

饮食方式和习惯，不同基因也有
对应的膳食指标。科学界的共
识是，针对不同人种、不同基因
类型要给出不同量化指标的对
应“膳食指南”，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实现“精准健康”。

“膳食指南，不能是专家们
‘拍脑袋’讨论出来的，而要靠扎
扎实实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追踪
研究，通过对高质量样本数据进
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得出。”林旭
说。

而在当前，我国还缺乏自己
的百万人群大队列追踪样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中国营养学会基础营
养分会副主任陈雁说，目前，美
国、欧洲等发达国家都开展了多
个百万人群大队列系统研究。
直至近几年中国才有高质量大
队列研究，本土研究结果对国人
健康更有指导意义。

同时，我们的数据收集和存
储还不统一、不全面、不规范。

“数据收集不能简单追求大而
多，更要注重质量。应建立整体
化、结构化数据池，包含血压、饮
食、遗传基因、生活环境、代谢情
况等多维数据。只有对高质量
数据进行分析，才有转化价值。”
陈铮鸣说。

要有科学依据的产业转化

抽一管血，花几万元钱去检
测，就知道吃什么食物能长寿？
戴上智能手环，测量血压、心率、
步数、卡路里消耗就能“精准”控
制体重？……业内专家认为，这
些打着“精准健康”旗号的产品
大多缺乏科学依据。乱象频出
的根源是，产品走在了研究的前
面。

可喜的是，近年来，大规模
人群队列的研究结果陆续公布，
这就需要科研院所与企业加强
合作，将实验室里的成果快速产
业化，开发出有科学研究基础的
针对性产品。

以维生素D为例，有人总吃
钙片为什么还是补不进钙？研
究发现，这类人群的体内缺乏足
量维生素D，没有办法很好吸收
钙。据此，可以开发测量维生素
D含量的快检产品，辅助不同体
质人群“精准”补维生素D和钙。

正在开发并优化该项产品
的汤臣倍健科技中心总监张旭
光博士说：“除了产业化伊始要
有科学依据，在产品优化过程中
还要不断对市场反馈数据进行
分析。一项成功的产品转化，至
少需要五年反复论证。”（新华）

观影指南2017

牙刷、筷子、毛巾……这些
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日用品，
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有的
人并不注重这些物品的使用周
期，认为只要不坏就可以继续
使用。其实，日用品一般是有
使用寿命的，令其“超期服役”
可能损害健康。下面就一起来
了解几款常用的日用品应当多
久更换。

竹木筷子

即便清洗得再干净，使用
超过半年的木质或竹制筷子在
显微镜下也可看到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等致
病微生物。使用超过1年，竹木
筷子普遍会出现变色和脱皮的
现象，已经无法彻底清洗干
净。因此建议竹木筷子一年更
换一次。如果不习惯总更换筷
子，可以使用金属快子代替。

牙刷

按口腔卫生要求，一把牙
刷使用时间最好不超过 3 个
月。也许牙刷用了 3个月其外
表没有什么损坏，但刷毛内已
隐藏了一定数量的细菌，对口
腔卫生保健不利。如果习惯刷

牙刷得比较仔细而且时间较长
的，牙刷难免磨损比一般人快，
建议缩短牙刷更换时间。

毛巾

毛巾很容易积聚细菌，我
们生活中固然要注意毛巾的清
洗和消毒，然而清洗、晾晒、高
温蒸煮等方式只能在短时间内
控制细菌数量，并不能永久清
除细菌。建议 3个月左右进行
一次蒸煮消毒，一年左右更换。

浴球

与毛巾相比，浴球上由于

会沾上死皮和皮肤污垢，因此
更容易滋生细菌。除了每隔几
个月将浴球打开、冲洗后放阳
光下晾干再绑好使用，也建议
每年换一个新的。

洗碗布

包括传统的洗碗棉和百洁
布。20%内隐藏着如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等足以导致疾病的细
菌。特别是夏天，部分清洁不
够的洗碗布更会滋生大量细
菌，让餐具在洗涤过程中因为
与洗碗布接触而交叉感染，建
议一个季度更换一次。（新华）

这些日用品，到底该多久一换？

过期牛奶别急着扔，有“妙”用！
1、擦复合木地板

过期牛奶中的乳酸是一种
天然的去污剂，能去除复合地
板上的污渍。另外，牛奶中含
有蛋白质和脂肪等物质，相当
于给木地板上了一层“保护
膜”。在擦地板时，用 2倍水稀
释过期牛奶，然后按正常步骤
擦就好了。当然，用过期牛奶
擦完，记得再用清水擦一遍。

2、擦皮鞋

用纱布蘸取过期牛奶，涂

抹在皮鞋面上，等牛奶干了以
后再用干布擦拭，鞋面就可以
光亮如新，还能防止皮鞋表面
干裂。

3、除锈

将已经酸腐了的过期牛奶
浸泡银器，能去除银器表面的
锈斑和污点。浸泡后冲洗干
净，擦干，就能得到Bling Bling
发亮的银器啦。

4、护发

把过期的酸奶加水稀释

后，像护发素一样，把它均匀地
抹在湿发上，稍加按摩后用清
水洗去，让头发润滑油亮。

5、浇花

如果过期的牛奶已经有了
明显的酸腐味，那可以在花盆
土壤中间挖一个小坑，把过期
牛奶罐进去，这样既不会有难
闻的气味，也能给花朵营养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过期牛
奶当肥料的频率不能太高，一
个月一次就够了。 （新华）

11月 14日是“联合国糖尿
病日”，今年的主题为“女性与
糖尿病——我们拥有健康未来
的权利”。专家表示，在日常生
活中，糖尿病已成为非常普遍
的疾病，而妊娠期有高血糖病
史的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之
一，需格外注意血糖变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余劲明
说，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不少
女性在妊娠期间有过血糖增高
的历史，她们到了更年期时就
是糖尿病的重点人群。建议这
些女性在生完孩子后就去糖尿
病专门医院或科室进行检查评
估，密切关注血糖的变化，从而
远离糖尿病。

“有些妇女在怀孕期间没
有血糖高的病史，但如果生产
的孩子个头很大，超过 8 斤以
上，就是医学上的‘巨大儿’，这
种情况下女性也需要高度注
意。”余劲明说。

业内人士提醒，更年期的
女性也要格外注意血糖的变
化。因为进入更年期之后，雌
性激素下降可能导致女性血脂
高和肥胖，加上情绪改变，这些
因素都会引起其体内状态改
变，成为糖尿病的重点人群。

余劲明表示，目前，大家对
糖尿病的理解还存在误区，有
一些人认为糖尿病主要是由吃
甜食太多引起的，其实糖尿病
是一种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长期共同作用导致的代谢性疾
病。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包括了
遗传，但也与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密切相关，如食用高热量的
食物、运动少、熬夜多等，预防
糖尿病应从生活方式上加强对
自己的管理。

“糖尿病危害巨大，对女性
尤其如此，只有勤筛查，早发
现，才能更好地进行有效防
治。”余劲明说。 （新华）

糖尿病危害大，
如何有效防治？

信息收集：朱江达

今日上映8部影片：
周渝民、薛凯琪主演爱

情、喜剧电影《天生不对》；高

晓攀、尤宪超主演喜剧电影

《兄弟，别闹！》；刘亦菲、埃米

尔·赫斯基主演爱情、战争电

影《烽火芳菲》；张晋、余文乐

主演动作、剧情、犯罪电影《狂

兽》；肯尼思·布拉纳、约翰尼·

德普主演犯罪、剧情、悬疑电

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动作、

科幻电影《雷神3：诸神黄昏》；

剧情、冒险电影《七十七天》；

科幻惊悚片《全球风暴》。

具体场次及时间：
1. 可 拨 打 热 线 咨 询 ：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yzhongying。

体彩七位数
第17178期：5 2 6 6 5 9 9

体彩大乐透
第17133期：15 17 19 32 33+1 3

体彩排列5
第17311期：9 0 0 6 9

福彩双色球
第17134期：4 5 11 14 28 32+4

福彩15选5
第１7311期：2 3 4 7 14

福彩3D
第１7311期：9 7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