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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骥才 著

约书亚·莱文/著

爱，重新苏醒

■ 静子

阻止德军前进

飞来凤的心思

那段日子，黄敏华噩梦连
连。一天夜里，张亮平刚睡着，
又被妻子的惊叫声惊醒。只见
噩梦中的妻子哭喊着、咒骂着、
又踢又打，“坏蛋，你们别碰我！”
他急忙将妻子摇醒。从噩梦中

醒来，黄敏华蜷缩着身体，依然
止不住地颤抖、抽泣。张亮平深
深地叹了口气，迟疑了半天，才
勉强伸出手臂，敷衍地拍了拍妻
子的后背。这是这么多天来，他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靠近妻子，

黄敏华身子哆嗦了一下，“老公，
对不起！”张亮平挪了挪身体，

“不说了，睡吧。”
这以后，不知有多少个夜

晚，看着妻子在噩梦中挣扎，张
亮平都像过去一样，将妻子紧紧
揽在怀里，安慰她。然而，他的
身体却无法欺骗自己，每当他想
亲近曾经深爱的妻子，妻子的印
度之行就像匕首一样，扎进他的
心里，成了他挥之不去的魔障。

曾经的甜蜜，无影无踪，黄
敏华叽叽喳喳如小鸟的快乐模
样，再也不见了，她整日窝在沙
发上昏昏沉沉，动不动就要洗
澡；对自己使用过的碗筷和水杯
不停清洗；不管白天还是深夜，
家里所有的灯都要全部打开
……日子变得纷乱起来。

自女儿出事后就搬过来住
的岳父母也没有了笑容，即使
有，也是看到外孙时的那一刹
那，和看到女婿时的强颜欢笑。
连刚刚 4 岁的小天天都觉察出

了异样，不敢靠近妈妈，也不敢
接近爸爸，每天从幼儿园被接回
来就跟着外公外婆，不敢发出声
响。家中不再有欢乐，如冰窖般
吓人。

转眼寒假结束，学校开学。
黄敏华在异国他乡经历的屈辱，
也随着旅行团成员的散播，开始
渐为人知。渐渐地，学校里有了
各种议论，同事们看待她的眼
神，变得惊诧、诡异起来。

2007年 4月的一天下午，是
幼儿园的公开课时间，等家长们
到齐后，黄敏华拿着教材也进来
了，她感觉到异样，家生们个个
伸长了脖子看着她，然后窃窃私
语。她一转头，才发现不知是谁
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印度”英
文单词。她脸色大变：“谁？这
是谁写的？请站出来！”说着，她
的声音已无法控制地开始颤抖，
她极力忍着泪，悲伤地看着家
长。教室里，静悄悄的，家长们
都屏住了呼吸。她痛苦地闭上

了眼睛，良久，她默默地收起书
本，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教室。

此事很快传开，有的老师认
为这个家长肯定听到了情况，但
这样做太不厚道，应该道歉；有
的老师却认为家长只是写了一
个英文单词，她连课都不上了，
实在太敏感了，也丢学校的脸，
难道从此以后，人人都要避讳

“印度”这个字眼吗？
黄敏华深受打击，回到家不

吃不喝，张亮平也从熟人那里得
知事情的经过，那种耻辱感又涌
上心头，他决定给妻子办理长期
病假。没想到，到了校办，没等
他提出来，校办认识他的那人就
主动说道：“黄老师的身体重要，
让她安心休息吧，这个学期，我
们不再给她安排课时。”他感到
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打了一
记耳光，尴尬地点点头，匆匆逃
出了门。

（文中人物为化名）

对于那些在 5 月 28 日继续
与德军作战的人来说，比利时部
队已不复存在了。利奥波德国
王投降的主要后果是在蒙哥马
利的第 3师左边，以及距离敦刻
尔克以东只有 20英里的沿海城
镇尼乌波特之间产生了一个 20
英里长的缺口。蒙哥马利对此
做出的反应是派出第 12皇家枪
骑兵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装
备有莫里斯 CS9 装甲车的骑兵

团，该团收到的命令是将伊瑟运
河上从第三师的侧翼起，一直到
海边为止的所有桥梁全部摧毁。

他们对敌军的这次干扰行
动非常及时——在至关重要的
迪克斯梅德-弗内兹公路桥遭
破坏仅十分钟后，敌方的第一批
摩托车便到来了，接下来到达的
是卡车里的步兵。德国人惊奇
地发现这座桥梁被摧毁了，更惊
讶的是，他们发现第 12 皇家枪
骑兵团的装甲车在等着他们。
摩托车驾驶员和很多士兵被打
得或死或伤。如果第 12皇家枪
骑兵团来得稍微晚一些的话，那
德国人将跨过运河，到达敦刻尔
克。

然而尼乌波特只有一座桥
被毁坏，另一座桥梁仍然完好无
损。第 12皇家枪骑兵团的B中
队战斗了一整天，将德国人挡在
城外，但他们找不到任何能摧毁
那座桥的工程师。随着夜幕降
临，一名军官和两名军士试图用
手榴弹摧毁它，大着胆子尽可能
地爬到离桥最近处。正当他们
要投掷手榴弹时，德国人射出了

一颗照明弹，看到了三个人。他
们设法将手榴弹投了出去，但都
没能破坏桥梁。在三人逃命时，
其中一名军士被杀。不久之后，
该城燃起了大火，第 12 皇家枪
骑兵团被迫撤离。对德军来说，
从沿海岸到达敦刻尔克的道路
上毫无障碍，这令人担忧。

第 12步兵旅立即被派往尼
乌波特，以阻止德军前进，但在
运输部队时出现了混乱，浪费了
数个小时。与此同时，两个皇家
工程兵野战连匆匆忙忙地前去
摧毁了剩下的桥梁，并设法困住
了德军，直到第 12 步兵旅终于
到达为止。所以德军暂时还没
有突破敦刻尔克东部。

在敦刻尔克西南部，第 2步
兵师的任务是让德军无法靠近
拉巴塞运河中一段长 15英里的
水道。这是一项至关重要而又
艰巨的任务。英军的主力正在
运河正后方进行撤退，规模令人
惊讶的德国部队正在试图突破
防线——包括第3、第4和第7装
甲师以及党卫军“骷髅”师。现
在，停止进军的命令已经被解

除，德军装甲部队渴望着补回自
己损失的时间。

皇家韦尔奇燧发枪手团和
达勒姆轻步兵团在运河线北部
的圣维南镇驻扎，5 月 27 日上
午，他们遭到了德国坦克和步兵
的袭击。虽然英军在当天大部
分时间内成功抵挡住了德军的
进攻，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
们中的大多数士兵被杀或被
俘。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团的
一个机枪营曾尝试前往梅尔维
尔，但失败了，而再往南朝贝蒂
讷，朝着第 2 营的方向走的话，
会看到皇家诺福克团（彼得·巴
克莱，埃尔尼·莱格特和乔治·格
里斯托克勇敢地在埃斯科特河
上战斗时，就是在跟着这个团一
起战斗），它正面对德军斯图卡
轰炸机和坦克的猛攻，坚守着防
线。

5月 27日下午晚些时候，指
挥官四处走动，询问士兵们，他
们应该继续抵抗，还是应该投
降？有人说投降，但布朗认为应
该继续抵抗。“我没想过自己
会被俘、被杀或受伤。真的，我

们就光顾着开火，然后就此开个
玩笑罢了。”不过军官最后仍命
令他们停火。但这位军官也说，
如果有人认为可以突围的话，那
他们可以一试。有两个士兵注
意到一条路上有烟雾冒出，所以
他们开始往那个方向走，希望用
烟雾作为掩护。但是他们很快
就被逼进了路边的一条壕沟，他
们在那儿被德国士兵发现，这些
德军向他们喊话，让他们举起双
手。当德国士兵靠近他时，他们
引人注目的外表立刻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衣服上是
党卫军的“SS”双闪电标志以及
骷髅头徽章，还携带着自动步
枪。

在拉巴塞运河的战斗结束
之后，该师只剩下了约 10％的
兵力。然而，在英国军队撤退
时，它成功地完成了殿后的任
务，结果是到了 5 月 27 日至 28
日晚时，远征军的大部分成员已
经安全地抵达了利斯河以北。

下期关注：逃往敦刻尔克

干盐务的展老爷今年算是
春风得意了。他顺顺当当发了
一笔财，又娶了一房如花似玉的
小婆，心高气盛，半月前就雇了
棚铺，在估衣街口最得看的开阔
地，搭一个气派十足的大看台。
上头用指头粗的宜兴埠苇子扎
成遮阳棚顶，下头用冒着松香气
味的宽宽的白板松子铺平台面，
两边围着新席，四匹红绸包在外
边，又打胜芳买来几盏花灯挂起
来。另外还雇了几个打小空的，
换上一色青布裤褂，日夜轮班站
在台前护棚。

俗话说，这叫拿钱壮的，也
是拿气壮的。怕事的小百姓们
不觉站远些，不知哪股邪气要是
和这股气撞上，非出大事不可。
谁知这预感居然应验了。请往
下看——

自打出会那天，展老爷新娶

的小婆就闹着要登台看会。谁
不知，这小婆是打侯家后小班里
赎来的姑娘子。本名紫凤，善唱
档调，艺名唤作飞来凤。这飞来
凤本是弱中强。如今决不像一
般从良女子，隐姓埋名，稳稳当
当过起清闲富足的日子。她偏
偏要到这紧挨着侯家后的估衣
街上露个脸儿，成心叫人认出
她，看她，咬着耳朵议论她，却不
敢对她这个摇身变成官眷的老
娘指指点点。

她还有另一层意思：以她这
种贫贱身份，只要在人前一出
头，展家大奶奶死也不肯同时露
面，这就能压过大奶奶一头。但
她没料到，大奶奶不来，展老爷
也不敢来，死缠硬逼全没用，她
便赌气自己来，而且打好主意闹
出点名堂，叫姓展的一家子知道
她不是软茬儿。

她坐在一张铺着绣花垫子
的靠椅上，戴着翠戒指的雪白小
手有姿有态地往扶手上一摆；在
她的身后，站着一个老妈子，头
上梳着苏州鬏儿，横竖插满串
珠、绒花、纯银的九连环簪子，足
蹬小脚细羊皮靴，青洋绸肥腿
裤，月白色大襟褂子绷着四寸宽
的花袖箍儿，襟口掖着一条纺绸
帕子。她姓胡，人叫她胡妈，是
展家最会侍候人的老用人。

当下她站在飞来凤椅子后
边，还在飞来凤身旁放一张茶
几，摆好各类零食，像大官丁家
的糖堆儿、鼓楼张二的咸花生、
赵家皮糖、查家蒸食等等，名家
名品，应有尽有，罩上玻璃罩子，
防备暴腾上尘土。但飞来凤很
少掀开罩子捏点什么吃，却偏偏
让胡妈把台下挎小篮卖杨村糕
干的村姑叫上来，张口就说“包

圆儿”了。
其实她根本不吃这种街头

小食，她一是摆份儿，二是成心
糟践展老爷的钱。这还不算，每
逢一道会来到棚前，她必叫仆人
拿着展老爷的名帖去截会。

依照皇会的规矩，有头有脸
的人家，如果专意看哪一道会，
便叫仆人拿着名帖到会头前，道
一声辛苦，换过帖，请求表演，就
算把会截住了。会头把旗子一
摇，小锣当当一敲，全会止住，表
演一番，像狮子、重阁、法鼓、杠
箱等，都有一段精彩的功夫。演
过一段，会头的小锣当当再响两
声，就走过去，后一道会便跟上
来。截会的人必须送上事先预
备好的点心包，作为犒劳答谢。

下期关注：大混星子玻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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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到争议区活动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0日说，中
方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到争议
区活动，希望印方维护双边关
系大局，不要采取使边界问题
复杂化的举动。

有记者问：据印度媒体报

道，印度总统科温德于11月19
日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活
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方在中印边界
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
的。中国政府从不承认所谓的

“阿鲁纳恰尔邦”。中印双方正

在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两国边界
问题，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
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边界问
题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护
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方
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到争议区
活动。当前中印关系正处于发

展的重要时刻，希望印方与中
方相向而行，维护双边关系大
局，不要采取使边界问题复杂
化的举动，为边界谈判和两国
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有利
条件。

新华社哈拉雷 11月 19 日
电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19 日
晚在总统府发表电视讲话，说自
己将主持下月召开的执政党津
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
线（民盟）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
上解决党内矛盾。

穆加贝表示，他与军方进
行了会谈。他对军方的行动表
示理解，表示军事行动对国家
宪法秩序并不构成威胁，对于
他作为国家元首和军队总司令
的权力也并不构成挑战。

保健品犯罪太猖獗
河北5个月查处涉案金额近
13亿元

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20 日
电 记者从河北省公安厅新闻中
心获悉，自今年 6 月开展打击保
健食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
警方侦办相关犯罪案件 203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261 名，涉案金
额近 13亿元，犯罪势头得到有效
遏制。

公安机关提醒中老年群体、
特定病患群体务必提高警惕，不
要盲目听信推销电话，对打着免
费体检、免费讲座幌子的推销活
动不参加、不轻信，上当受骗要及
时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招聘信息
●江苏东宝光学有限公司招镜片女包装工、品检
工、注塑工（高中毕业）；丹阳市东宝螺丝公司招冷墩
工，8小时制，薪资面议。电话：86886786 86969350

出售信息
●信达香堤国际 25楼，140m2，毛
坯，85万，18260600767
●江南人家 6+7楼，162m2，4室，
精装，独库，80.8万，18952951156

遗失信息

●丹阳市力天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3141005036101，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邱记美食府原
发票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邱记美食府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196212100457-01，声明作
废。
●王回回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3017020871，声明作废。
●江苏铭远化工有限公司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4156701，声明作废。
●郭近华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
书 壹 本 ， 编 码 ：

201432110321119197507033518，
声明作废。
●范卫武遗失常州市程隆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购车
发票和车辆合格证，发票号：
01211721，合 格 证 编 号 ：
YE5165110036507，声明作废。
●任选举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3013157616，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骏广物流货运
部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
号：32118119850617771501，声明
作废。
●丹阳市集星大酒店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代
码：75270959-X，声明作废。
●徐佳骏遗失丹阳市开发区骏

广物流货运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409290024，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409290026，声
明作废。
●聂芙蓉遗失残疾证，证号：
321119196204126528，声明作废。
●丹阳市埤城镇亿客隆超市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311060059，声明作
废。
●蔡飞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壹份，
号码：03359626，声明作废。
●丹阳市万吉利苗木专业合作
社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谭春妹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练湖西郊宾馆东侧、丹国用
（2009）字第 12077号土地证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土地证作
废。

特此声明。
2017年11月20日

地 址 ：丹 阳 市 开 发 区 东 方 路 报 业 大 厦 咨 询 、订 版 热 线 ：8698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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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1月20日，河北石家
庄新乐市实验小学学生展
示制作的问候卡片。当
日，河北石家庄新乐市实
验小学开展“传递微笑传
递问候”主题活动，学生们
绘制问候卡片和笑脸，表
达祝福，传递温情，迎接
11 月 21 日“世界问候日”
的到来。

一声问候
传递温暖

自民党宣布退出 德国组阁谈判失败
新华社柏林11月 20日

电 据德国媒体 19 日报道，
德国自由民主党当天宣布退
出正在进行的组阁谈判。德
新社认为，根据自民党的表
态，本次组阁谈判失败。

自民党发言人尼尔斯·德
罗斯特 19 日晚在柏林表示，
自民党退出当前由德国议会
第一大党联盟党所主导的、自
民党和德国绿党参与的组阁
谈判。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当
晚表示，退出谈判的原因在于
各方没能建立起互信。

联盟党领导人、德国总理

默克尔 20日凌晨在柏林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自民党退
出组阁谈判表示遗憾。她说，
联盟党相信，各方走在同一条
道路上，本可达成一致。她将
于 20日向德国总统汇报组阁
谈判的情况。联盟党将在今
后几周内以负责任的态度付
诸行动，她本人也将不遗余力
地带领德国克服困难。

绿党领导人之一埃卡德
也发表讲话说，各方谈判已取
得相当大的进展，在许多问题
上的立场比此前想象的要接
近。各方有责任继续保持对

话。
德媒分析，谈判失败后，

德国政局将面临三个选择。
其一是联盟党单独同自民党
或者绿党组成少数派政府。
其二是联盟党再次同议会第
二大党社会民主党组阁，但社
民党此前已明确拒绝再度同
联盟党联合组阁。其三就是
再次举行大选，但默克尔曾表
示，妄谈重新大选是不负责任
的行为。德国舆论也认为，一
旦再度大选，当前各方都会受
损，而只有右翼民粹主义的德
国选择党会获益。

湖南通报桃江县第二起校园结核病疫情情况
新华社长沙11月 20日

电 湖南省卫计委 20日下午
通报湖南省桃江县另一起肺
结核疫情：今年10月12日，桃
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现
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1 例肺
结核确诊病例，经主动对密切
接触者开展追踪和筛查，截至
2017 年 11 月 19 日，共发现该
校 8 例肺结核确诊病例。目

前，所有患病学生已休学，并
接受治疗和管理。

据介绍，疫情发生后，益
阳市、桃江县卫生计生部门组
织人员处置疫情，所有患病学
生已休学，并接受治疗和管
理。

据通报，今年 8 月，桃江
县第四中学发生结核病聚集
性疫情。经湖南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确认：截至2017
年 11 月 16 日，共发现肺结核
确诊病例29例（已治愈3例）、
疑似病例5例，另有38名学生
预防性服药（其中 9例在外地
接受治疗），共计 72名学生接
受治疗和管理，已有 50 名学
生达到复学标准，其余 22 名
学生定期复查，一旦达到相关
标准即可复学。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
贝表示将主持民盟
全国代表大会

新华社伦敦 11 月 20 日电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
利普亲王 20日迎来结婚 70周年
纪念日。根据白金汉宫发表的声
明，女王夫妇当天不举行公众庆
祝活动，而是在温莎城堡举办王
室私人晚宴，邀请亲人共同庆祝
他们的“白金婚”。

根据安排，伦敦威斯敏斯特
大教堂将在当天下午鸣钟3个多
小时以庆祝这一盛事。1947 年
11月20日，21岁的伊丽莎白公主
和 26 岁的远房表兄菲利普正是
在这座教堂举办了盛大婚礼，当
时全球超过2亿人通过新闻广播
收听了婚礼实况。

英国女王夫妇举办
家宴庆祝“白金婚”

当年的英国女王结婚照当年的英国女王结婚照

新华社东京 11月 20日电
日本国会自 20 日起针对首相安
倍晋三的施政演说内容进行为期
3 天的各党代表质询。质询首
日，安倍即在修宪等问题上遭到
在野党批判。

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
枝野幸男当天在质询过程中表明
该党态度，即坚决反对所谓的安
全保障法制和行使集体自卫权。
枝野说，如果允许上述违背立宪
主义的做法，则不可能有真正的
宪法讨论，首先应该做到认真遵
守现有宪法。

安倍没有对此正面回应，只
表示将直面严峻的安保现实，在
宪法范围内完善和平安全法制，
以全面应对所有事态。他还说，
修宪将最终由国民投票决定，各
党派意见和国会讨论有利于国民
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枝野会后告诉媒体，安倍面
对质询顾左右而言他，对国民普
遍关注的重要话题也只是回答

“今后研究”或重复部分既定的政
策方针。希望之党党首玉木雄一
郎则指出，安倍的答辩没有底气，
一些具体问题没有正面回答。

这是执政党和在野党在众议
院 10 月选举结束后的首次正面
交锋。本月 17 日，安倍在第 195
次特别国会会议上发表施政演
说，意欲推进修宪进程。

安倍修宪立场在国
会遭在野党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