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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德里 7 月 1 日电

印度警方1日说，一辆客车当天
上午在印度北部的北阿肯德邦
坠入深谷，造成至少35人死亡，
多人受伤。

警方说，事故发生在普里

加赫瓦尔地区的一条公路上。
这辆载有约45人的客车驶出公
路，坠入路边的深谷，造成35人
当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
4人伤势严重，死亡人数还可能
增加。

据当地电视台报道，国家
灾难应急部队已赶往现场，协
助警方展开救援行动。伤者已
被送往当地医院。当地政府已
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新华社华盛顿6月30日电
美国全国 6月 30日爆发 700多起
游行示威活动，以抗议特朗普政
府近期导致“骨肉分离”的移民政
策。

虽然首都华盛顿的气温接近
35 摄氏度，仍有约 3 万名民众走
上街头抗议。抗议者举着“不要
将孩子放入笼子”“下一步是集中
营吗？”等标语，高喊口号，要求特
朗普政府立即停止将非法移民同
子女强制分离的举措。抗议者们
在白宫北广场集结，随后沿着宾
夕法尼亚大道向国会方向行进。
由于天气炎热，抗议者中有数十
人出现中暑症状，消防部门一度
向人群喷雾降温。

特朗普当天前往高尔夫球场
途中遭遇大量民众举牌抗议，为
此其车队在返程时选择其他路线
以避开抗议人群。

在纽约，数万民众当天也举

行了抗议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游行
示威。抗议者玛迪在游行中带上
了自己一岁半的孩子，在采访中
他气愤地说：“如今的美国政治充
斥着非常残忍和无人性的态度”。

这是特朗普政府“骨肉分离”
移民政策实施以来全美范围内爆
发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从纽
约、洛杉矶等大城市到各地小乡
镇，不少国会议员、各界名人和社
会活动人士都参加抗议示威，表
达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

根据美国司法部对非法入境
者“零容忍”的政策，美国边境执
法人员今年 4月开始在逮捕非法
入境者时强制分离其未成年子
女，即所有被逮捕的非法入境者
都会被关押入狱面临审判甚至遣
返，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其子女另
行安置。这一举措被曝光后，美
国政府受到舆论强烈谴责。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30 日

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30日宣
布，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哈里·哈里斯当天正式宣誓就
任美国驻韩国大使。

蓬佩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说，哈里斯在维系美韩同盟关
系、最终实现朝鲜“完全、可验
证的”无核化方面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

白宫 5 月 18 日宣布，美国
总统特朗普提名哈里斯出任美
国驻韩国大使。据美国媒体报
道，蓬佩奥力劝特朗普让哈里
斯出任此职。

自特朗普政府去年 1 月上

任以来，美驻韩大使职务一直
处于空缺状态。今年以来，朝
鲜半岛局势突现缓和，美朝宣
布将努力推动构建朝鲜半岛持
久稳定的和平机制，令这一职
务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哈里斯1956年出生于日本
港口城市横须贺，2013年 10月
接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2015 年 5 月，他成为第 24 任美
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特朗普
曾于今年 2 月 9 日提名他担任
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30 日当天，美国国务院发
言人诺尔特还通过声明宣布，
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

助理国务卿苏珊·桑顿将于今
年7月底退休，蓬佩奥正在国务
院范围内开展包括桑顿这一

“关键职位”在内的人选提名工
作。

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总
统特朗普 6 月 30 日表示，他已
向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提出
增加原油生产的要求，以稳定
国际市场的原油供应。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发文说，他刚与沙特国王
萨勒曼通话，提出沙特每日增
产或多至200万桶原油的要求，
以弥补部分产油国产量减少造
成的供应缺口。推文说，萨勒
曼对此表示同意。

据媒体报道，沙特方面表

示，特朗普与萨勒曼讨论了需
要致力于保持原油市场稳定的
问题，但并未提及沙特是否同
意特朗普推文中提到的增产数
量。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本月23日在
维也纳达成一致，决定从7月开
始适当增加原油产量。此举有
望使国际原油市场日供应量增
加约100万桶。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沙特
同意每日增产200万桶原油，将

对国际油价产生明显影响，但
可能会遭到一些产油国的反
对。

2016 年底，欧佩克和俄罗
斯等11个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
原油减产协议，日均共减产约
180万桶原油，以缓解市场供过
于求的状况。据悉，目前个别
成员国已出现原油生产供应问
题，导致欧佩克产量低于预期
水平，而随着国际原油需求的
增加，国际社会对于提高原油
产量的呼声越来越高。

日本民间企业发射小型火箭失败

当地时间6月30日，日本北海道大树町，由日本民间企业开发制
造的“MOMO2”号小型火箭发射仅几秒后，火箭便坠毁燃烧。由于现
场早已进行管制，因此无人受伤。据报道，“MOMO2”号全长10米、
直径50厘米，大小跟电线杆差不多。“MOMO2”号并未搭载任何人造
卫星，但有搭载高知工科大学所开发的音波观测装置。据报道，这是
该公司继去年7月发射1号机之后的再次失败。共同社评价道，这凸
显出民间进行太空开发的艰难。

全美游行抗议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

美国民众顶着烈日，挥舞标语海报，高喊口号，抗议特朗普政府导致“骨肉分离”的移民政策。

特朗普向沙特提出要求增加原油生产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就任驻韩大使

哈里斯 资料图

据韩联社7月1日报道，韩朝
舰艇之间使用的海上热线当天正
常启动。

报道称，韩国国防部7月1日
表示，韩朝军事部门为了落实《板
门店宣言》以及第 8 次韩朝将军
级军事会谈上达成的共识，并为
防止西海海域发生偶发性冲突而
重新恢复了舰艇之间国际无线通
信网络的使用。当天上午 9 时，
韩朝进行了试通信，在延坪岛附
近的韩国海军警备舰利用热线呼
叫朝方警备舰，朝方随即予以回
复。韩国国防部评价称，2008年

5月中断的韩朝西海海上无线电
通信网时隔十年多再次恢复正常
使用。这是为落实《板门店宣言》
军事领域事项、修复军事通信线
而采取的实质性措施。

据韩联社报道，韩朝 2004年
6 月 4 日举行第 2 次将军级军事
会谈，商定双方舰艇使用国际商
船公用频率进行通信，并于同月
15日在《6·15共同宣言》发表4周
年之际正式启动通信线路。该线
路利用国际商船公用频率交换信
息，韩朝舰艇的呼叫信号分别为

“汉拿山”和“白头山”。（综合）

朝韩海上热线时隔十年重新启动

据法新社报道，泰国海军海
豹部队潜水人员6月30日深入淹
水的拷龙穴内若干公里，盼能为
搜救工作带来希望。12名足球
小将和他们的教练受困在泰国北
部的拷龙穴已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群足球小将年纪在11至
16岁之间，23日练完球后，虽知
道拷龙穴雨季常淹水，仍前往洞
穴探险，从此下落不明。

尽管搜救人员全力救援，但

行动因大雨受阻。雨水淹没洞穴
入口附近的通道，使潜水人员无
法继续深入。英国4名顶尖洞穴
潜水专家和一些美军人员也加入
搜救行动。

泰国清莱府府长纳隆萨表
示，海军海豹部队潜水人员几乎
已抵达洞穴深处的一个T字型交
叉口，距离足球小将们的推测位
置仅2到3公里远。潜水人员本
周稍早前曾到达同一位置，但因

洪水被迫撤退。
据报道，搜救团队已设置抽

水机抽出洞穴里的积水，使得洞
穴通道内的水位下降。 目前，搜
救工作已进入第7天，由于洞穴
内几乎没有食物和光线，外界十
分担忧受困者的状况。

据报道，泰国约840名士兵、
90名特种部队成员、4架直升机
和救灾设备一起投入搜救行动。

（综合）

泰国12名足球少年洞穴探险仍下落不明

印度一客车坠入深谷已致35人死亡

新华社耶路撒冷 7月 1日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日表
示，以色列“不会允许”叙利亚难
民进入以色列境内。

内塔尼亚胡在当天举行的内
阁例行会议上表示，以色列会继
续“保卫边境”和“力所能及”地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不会允许”
叙利亚难民进入以色列境内。他
表示，将就叙利亚问题继续与美
国和俄罗斯保持联系，以色列军
方也将与美俄两国进行沟通。

此外，内塔尼亚胡再次强调，

以色列将继续阻止伊朗及其“代
理人”在叙利亚境内的任何地方
建立军事存在。

以色列国防军 1日发表声明
说，在对北部地区进行局势评估
后，以色列军方决定在其控制的
戈兰高地增派兵力，并于当天进
行部署。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叙政
府指责以色列在叙南部地区支持
叙反政府武装，制造冲突。以色
列则称叙利亚境内有伊朗军队，
要求伊朗从叙利亚撤军。

以色列总理：

“不会允许”叙利亚难民进入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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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铮铮，宁死而不屈

一个文人的骨头有多硬
呢？ 过去听说过“横眉冷对千
夫指”的人，毛泽东评价道：

“鲁迅的骨头最硬”。文明社会
更需要文人心中的博爱。然
而，偏不，偏偏要检验文人的
骨头。我们历来主张人人平
等，讲的是人在权利上的平
等。然而，人格上的不平等几
乎难以想象，同为上帝之子，
有人像天使，有人则是恶魔。
这就使检验文人骨头的事成了
悲剧性的现实。

1966 年，文怀沙被关进监
狱。也就是说，“文革”要检验
文怀沙的骨头了。文怀沙以屈
原那样的目光轻蔑地看着那座
监狱和监狱里恶声恶气的看守
们 。有一天，放风的时候，他
拾到一片红叶，于是，他占了
一首七绝：倚天照海醉颜红，
叶绚三秋傲碧空。赢得丹诚清
耿在，贞清羞列百花丛。当即
被紧绷斗争弦的人“识”为攻
击“双百”方针。文怀沙并不
否认，他说：“如果八个样板戏
代表百花齐放，我庆幸与花无
缘，自己只是先天下秋的一叶
而已。我这一叶的最为显著特
点便是羞与百花同列。你们在
花栏中争奇斗妍，我则倚天照
海，叶绚九秋。”

“文革”后期，江青想为“梁
效”班子物色一个杀手。于是，
她派一个姓李的演员到监狱里
劝降。李伶官对文怀沙说：“只
要写悔过书，插队的孩子马上可
以回北京，你也可以获得自
由，给你安排个好工作。如果
参加梁效班子，还可以继续讲
课写作。”文怀沙斜眼看了看李
伶官，没有说话，但脸上却现
出了鄙夷神情。李伶官走了。
过了几天，文怀沙的九旬老母

来了。这是李伶官带来的，他
是想借助老太太的眼泪来降文
怀沙。然而，老太太没有眼泪。

“怀沙，你愿不愿写悔过
书？”

“我不愿写！”
老太太听罢，一拍大腿，说：

“好，你是我的儿子。有你这句
话，我们在外面吃多少苦都认
了。他们长不了，当然可能你看
不到这一天。他们要枪毙你，
你也跑不掉。我看，你就在这里
呆着吧，装病。”“你放心吧，娘，
我绝不写那个东西。”不写悔过
书，不等于说不作战。文怀沙拿
起笔来，信手写了一首“藏锋
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
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
不随鸡犬上青天。题名为《供
奉李公衔命招抚，诗以报之》，
每句第六字连起来，便成了

“龟主江青”。这首后来在海内
外广为流传的诗，表现了文怀
沙先生铮铮铁骨凛然正气。姚
文元后来看出了诗中所含大
义，定为反动诗。如果不是

“四人帮”很快垮台，文怀沙肯
定是要葬身“江壑”了。不能
不提出来的是，这个时期确有
一些鸿儒巨子放弃、背叛了高
尚精神，在历史的镜头前做出
了不尴不尬的怪态。

骚韵悠悠，大爱是根本

文怀沙先生口若悬河，一
泻千里。其中一段，特别有助
于我理解他的精神世界。“骚韵
的爱，是一往情深的爱。一个
真正的知识分子，要爱祖国，
要爱人民。”

文老先生在楚辞研究上，
与郭沫若、游国恩三足鼎立。
1959年，毛泽东对沈尹默说：“郭
沫若的《离骚今译》是翻译，而文
怀沙却是抽绎，只把训诂作为手

段，撇开了繁琐的考证，简洁
明了，文采斐然，新面为开，
就学术质量而言，文绎尤胜于
郭译。”而让文怀沙在楚辞研究
上自成一家的，就在于他指
出：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期
间，放弃、背叛高尚精神的文
人才子是有的，比如周作人、
比如胡兰成。那时，文怀沙坚
决主张全民抗战，反对国民党
的独夫统治。他奋笔疾书，发
表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声音。在
皖南，他被捕，受尽了磨难。
出狱后，仍然是屈原精神。到
了重庆，毅然在 《对时局宣
言》上签名，和众多爱国人士
一道呼吁建立联合政府。为
此，他被学校解聘。然而，文
怀沙毫不畏惧，继续写诗抨击
蒋介石……“残山星月黯，剩
水漏更长。隔岸繁灯火，光辉
不渡江。”（注，重庆时称陪
都，夜夜停电，只有隔岸的蒋
介石驻跸所在地灯火辉煌）柳
亚子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心，曾
写诗相赠：“抱石怀沙事可伤，
千秋余意尚彷徨。希文忧乐关
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文怀
沙信奉屈子的“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无论是
在酒肆，无论是在街巷，他都
敢高声公布自己的一腔爱国情
怀，同时他痛骂视国难于不顾
的独夫民贼。当时的人们多称
之为“骂座灌夫”，而他则自称

“三楚鬼雄。”“祖国”二字在他
心中至高无上，他愿意为这一
份爱拚却头颅。

那么，他对人民的情感如
何呢？

1986 年 10 月 5 日，上海人
民广播电台发生了这样一件
事。在播放文怀沙五十年代吟
咏和讲解的 《诗经》 录音带
时，由于编辑失误，播出了这
样一句“我国已故著名文学家
文怀沙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
……”当天早晨，文怀沙在上
海的哥哥赶到电台进行质问，
老人家发了大脾气。文怀沙本
人还蒙在鼓里呢，全国各地的
致哀电话就打到了他家里，日
本朋友的唁电也来了。编辑马
连文先生紧张了，他深感对不
起文学大师。他惶恐不安，等
待着文怀沙的问罪和电台的处
分。

就在这时，文怀沙给他写
来一封信……

连文先生：恐怕只有《诗
经·邶风》中的两句话，才能表
达我此刻的心情：“死生契阔，
与子成悦！”当你知道我还活
着，你一定会很高兴。我很想
见到你，但你未必有一个离休
老人的自由自在，所以我来上
海比较合适。我身体顽健，既
老不衰！

同时，文怀沙又给电台总
编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关于我已故的传言，早在

“文革”初期，就听说国外有电台
报道我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所
以，贵台报道中以为“已故”，不
是什么创造性的无稽之谈，乃是
出于疏忽、不加核对地以讹传
讹，毛病出在轻信。马克思爱女

说，最可原谅的缺点是轻信……
家兄年已八旬，人老了，有些糊
涂，容易激动。他虽笃于友爱，
却并不了解我的心情。他来信
说，特地赶到编辑部质询，如此
大惊小怪，唐突编辑部诸公，使
我闻后惶恐不安。……写这封
信的目的是，如果贵台领导愿意
尊重鄙人意见，务请谅解我那位
素昧平生的朋友马先生，千祈勿
以一眚掩大德……

马连文先生读到这里，眼睛
湿了。他没想到大师会如此充
满仁爱。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就在当月的月末，文怀沙赶到了
上海。原来，老人家担心电台会
处分马连文，特地到上海来看一
下。

魂兮魄兮，俨然屈原风貌

秉承了屈原的铁骨与大爱，
自然也就偏得了屈原的神采。

1998 年初冬的一个黄昏，
在北京使馆区法国驻华使馆附
近，一位金发女郎姗姗地走着，
忽然，她呆住了。她蓝色的目光
里出现了一位银须拂胸的老
者，面色红润，神采飘逸，无声
地漫步在树影婆娑的长街里。
女郎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走过
老人身边时，她忍不住停下脚
来，终于，她请人把老者介绍给
她。她对老人说：“我从你的眼
睛里看到了一位东方哲人的智
慧。”老人彬彬有礼地回答：“那
是你的美丽在我眼睛里的折
射。”

其实，被文怀沙的气质掠去
了魂魄的不止是这位法国女
郎。当年，在巴塞罗那朗布拉
步行大道上，一位著名的摄影家
发现了他，在拍了一张又一张照
片后，又特地把家人带了过来，
要求与文怀沙合影。他对文怀
沙说：“在您身上，我仿佛看到了
一位中国古代的圣贤。”不知他
说的中国古代圣贤是不是屈
原？ 屈原的精神气度可以横越
千年于今人身上重现吗？

雕塑家蔡汉文要塑一尊屈
原的像，可是，他找了多年也没
有找到理想的模特儿。后来，偶
然与文怀沙相遇，头一照面下
来，立即惊呼：三闾大夫！塑像
遂成。从此，人们叫文怀沙为

“当代活屈原。”钱钟书先生认为
文怀沙是“化人”，化谁？化屈原
吗？细细品味钱大师的话，寓意
似乎绵长幽深，很像思绪在一条
无边无际的古巷子里走。

国画大师范曾饶有兴趣地
品着钱钟书的话，品着品着，终
于决定挥动其如椽之笔作大幅
文怀沙造像。造像既成，钱钟书
见了，欣然命笔，题赞辞曰：文子
振奇越世，范生超诣传身；画品
居上之上，化人现身外身。

文怀沙先生自称爱美，人
们则称他为美男子、美髯公。
对此，他很不以为然。他指着
一篇文章中赞美他美这个美那
个的话，对记者说：“这样
写， 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
讲这样的话呢？因为他并非对
自己“感觉好极了”。

他曾经在公众场合，无情

地剖析自己的灵魂。他这样
说：“我是一个生活在尘垢中的
人。年轻时，词曲作家吴霜崖
写的赠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叫做文章信美知何用，谁识三
生杜牧之。我没有小杜的才
情，却有他的轻浮，加上爱美
成癖，因此青年时代的我，不
单是在生活上赢得薄幸名而
已。年纪大了，回忆既往，内
心是痛苦的。至于沙翁敬谢李
龟年那首诗，这些年来在国内
外的报刊上广为流传。识与不
识的朋友对我的赞美之辞，往
往过当，使我汗颜。我略有自
知之明，我不是什么英雄烈
士，既非文天祥，也难望谭嗣
同……我不怎么相信世界上有
什么不存在阴影的东西，我只相
信有不断战胜阴影的愿望。我
厌恶伪善有甚于恶魔；特别对待
政治上的贞洁牌坊总抑制不住
一种发自五内的挑逗情绪。这
挑逗情绪也有消极的一面，假如
失去文采，也无非是阿Q精神的
一种可悲表现而已。沙翁敬谢
李龟年这首诗不过是一悲愤囚
徒对主客观世界的讥讽。我自
己认为，假定有可取之处，只是
那第二句，无尾乞摇女主前。因
为这一句发自肺腑，真诚！我多
么想摇尾呀。狗乞怜的语言全
靠那条来自祖先遗传、来自母狗
授予的尾。招降者分明估计我
是条完美无缺的狗。但，真是太
遗憾。母亲没有让我从胎里带
来这东西，屈原杜绝了这个炎
黄子孙出现返祖现象。总之，我
非豪杰，非不乞摇，而是无尾乞
摇呀。”

每次运动过后，都有人因为
一两件当时不合作的事而成就
功名，并且自己常在场子上絮絮
叨叨地数来数去。文怀沙没有
这样，因为他见识过大气象。9
岁时，他写了一首《咏纸鸢》：破
晓凌风去，莺儿许共飞。一丝悬
碧落，日暮未言归。启蒙老师徐
慧忏把他的末句改为“好与鹤同
归”，让他深思了许久。鹤是什
么？在中国古往今来的大贤大
圣心中，鹤就是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的高贵呀。后来，他又投
到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受业修炼，
他亲眼看到了云中高翔的大鹤。

文怀沙没有那么做，更重要
的是他穷其大半生致力对屈原
思想艺术的探求，他和屈原不觉
融为一体。

人物链接：

文怀沙，1910 年 1 月 15 日
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斋名燕
堂，号燕叟，笔名王耳，司空
无忌。著名国学大师、红学
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
家、吟咏大师、新中国楚辞研
究第一人。曾任燕堂诗社社
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
长，西北大学“唐文化国际研
究中心”名誉主席，中国诗书
画研究院名誉院长，黾学院名
誉院长等。2018 年 6 月 23 日凌
晨在东京一家医院逝世，享年
108岁。

文怀沙，一位特别喜欢屈原的骚客
关捷

编者按：2018年6月23日，著名学者、“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文怀沙在日本东京去世，享年108
岁。现转载关捷撰写的文章。

楚辞专家文怀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