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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宽大的门廊，充溢着
古朴的乡村气息。闻着木质的
清香，推开两片齐膝的挡板，我
进入到了逍遥山庄，满股原生
态田园的气息立即扑面而来。

南边一排小屋，白墙黛瓦，
门前错落铺就的青砖路面，依
然沾染着前天雨后的湿气，感
觉薄薄的青苔呼之欲出。我小
心翼翼地缓步而行，推开那扇
对开的木门，仿佛回到了小时
候乡村的老宅。墙壁上挂着一
面面写满岁月的老式镜子：有
的镜子只印刻着一朵盛开的玫
瑰花，斑驳点点；有的镜面上几
枝兰花，叶子舒展垂缀，叶疏影
在；还有的刻着曾经流行的人
物装饰……一面面镜子，定格
一个个时代，照出一段段回
忆。于是，小时候对镜梳妆的
画面又浮现在我的脑海——小
小的脸蛋，无邪的笑容，美丽的
孩童，快乐的时光，都留存在妈
妈陪嫁的那面镜子里。

对镜梳妆，这里适合典雅
的旗袍，小家碧玉。掩门换装，
欣然而出，继续款款而行。穿
过别致的小院，拾级而上，来到
了二楼大厅。这里是山庄的民
俗展览陈列馆。“一桶天下”迎
面而来，各式各样的水桶，源远
流长，构思奇特，如同一堵历史
的墙横亘在我的眼前。绕过桶
墙，里面的陈列更是让人感叹
不已，它们把我送回到更为久
远的年代：水车，独轮车，我仿
佛听到了石板路上轱辘滚动的
声响，路上的车印依稀可见；打
谷箱、滚筒轮、老虎机……农耕
器械应有尽有，丰收的打谷场
上瞬间热闹了起来，家家户户
喜忙收获。大人们在机器前操
作，懂事的孩子们在后面做搬
运工，热着，累着，但开心着，这
些属于我们 70后的童年时光，
顺着记忆的闸门倾泻而出。

拐个弯儿，只见两排木质
椅子由低到高整齐陈列：有的
刻着简易条纹，彰显线条勾勒
的简约款；有的刻着精美图案，
体现中国古文化的老式款。一
束温柔的光从花格窗棂间照射

进来，可以辨出积淀的尘埃已
爬满斑驳陆离的椅子。它们静
默地守候在光阴的红尘里，诉说
着遥远的故事。堂屋的正中间，
一张陈旧的八仙桌，一对椅子分
列两旁，再加几张方凳、长凳。
椅子的位置总是给大人们坐的，
儿时的礼仪养成就这样自然而
然。犹记得，一家人围桌，吃饭，
聊天，奶奶还经常约人来打花
牌。小小的我，在小小的屋子
里，听着奶奶的絮絮叨叨，看着
父母的辛劳持家，伴着妹妹的嬉
戏打闹，渐渐长大，慢慢成熟。
这以后，离家的时候便常想家，
想月下嬉戏的伙伴，想土墙缝隙
里掏蜜蜂的时光，想那一去不复
返的青葱岁月。

“看，这床应该是我们祖辈
时期的了。”大家的议论把我引
到了民清家居馆。紧挨着这个
馆的是红色纪念馆，还有收藏
着雕刻、玉器、字画的艺术馆。
那一台台魂绕梦牵的花床，那
一排排经典记忆的茶缸，那一
个个时光回转的提蓝，那一幅
幅生趣灵动的字画……无不让
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徜徉在
往昔的时空。

在这喧闹的世界里，在这
日趋隔膜与生疏的尘世中，能
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还能够让
你深深想念，让你悠悠回味，这
样的感觉真好。清脆的鸟鸣，
打破了展馆的宁静，成荫的绿
树，氤氲着展馆的静然。屋内
是史书的记载，屋外是日新月
异的变迁。今天正携手昨天，
赴一场民族振兴的盛会。

这些老物件的老味道，渗
透在空气中，流淌着，流过我的
眼眸，流过我的思绪，流过我的
年华，流过明媚的五月，缠绵出
一屋子的温暖……

雪来了
■ 韦朝霞

寒风被压抑太久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蜂拥而至

卷起尘土 飞扬跋扈

叶子用尽全部身心

爱了整个春夏

恋上那茁壮的躯体

正悄悄地和秋絮语

禁不起冬天的风

撩拨着午后的身心

扭身离去

忘形于空中

把自己翻飞成群舞的蝴蝶

楼前的那棵树

舒展着四肢

一直小心地托举着

深情地爱恋

如今 光秃着身子

目光追随风中的蝴蝶

最终 目送她凋零尘土

悲戚地叹息

雪 骤然而至

凌乱了彼此的思绪

终归平静

将世间纷扰藏匿

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
岁月虽冲淡了许多记忆，可对母
亲的怀念与时俱增，多少次梦中
相见，凝望着她的遗像，思绪像
决堤的海水，愈发不可控制，一
幕幕往事，在脑海里涌现……

母亲名叫丁云仙，当了一辈
子的教书匠。退休前，执教于西
门小学，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奉
献了青春，辛勤耕耘了一辈子，
桃李满天下。2020年获英国皇
家工程院院士的孙彤曾就读于
西门小学，她的启蒙老师就是我
母亲。母亲生病期间，由于中风
腿脚不能行走，曾经是母亲学生
的江苏鱼跃医疗集团老总吴光
明夫妇俩为母亲免费送来了轮
椅、助行器和坐便器，这真是教
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

1956年哥哥考上了吉林工
业大学，天寒地冻，路途遥远，哥
哥到了长春后，生活很不习惯，
写信回来想打退堂鼓，母亲焦急
万分，半夜坐在煤油灯下给他写
信，苦口婆心地跟他讲道理，泪
水浸湿了信纸，当哥哥收到母亲
的来信，只见信纸上斑斑泪痕，
便痛哭流涕，立志发奋好好读
书，报效国家，报答母亲。

1968 年，我下放到窦庄当

知青。当时，窦庄是个产棉区，
一天中午，我在一人多高的棉花
地里打药水，给棉花治虫，在这
热浪滚滚的棉地里，不幸中毒进
了卫生院，后转院到常州医治。
两天后才知道的母亲，急忙找到
大队干部，她既没有向大队领导
提任何要求，也没有无理取闹，
只是简单地问了下我的病情，连
声说，平安就好！

母亲是个事必躬亲的好老
师。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
候，学校领导把一堂“看图说话”
作文公开课的重任交给了母
亲。母亲把自己的家，当成了课
堂，把我们姐弟俩当成了学生，
不放过任何细节，循循善诱，举
一反三，深入浅出，可谓绞尽了
脑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
镇江地区 11 个市县的语文老
师，以及丹阳师范的学生都参加
的语文公开课上，母亲获得了成
功，一夜之间声名鹊起，在镇江
地区美名传扬。在以后的公开
课上，总是少不了母亲的身影。

我的母亲，虽然只是千千万
万老师当中的一员，但她就像浩
渺天空中的一颗繁星，照亮着她
的学生和她的子孙……

这记忆永远温暖
■ 耿金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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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母亲
■ 杨定远

九曲河
■ 朱香文

九曲河扭动着柔美的腰身

她的舞姿陶醉沿岸的村庄

我用细雨赞美她以柔中克刚的美

百转千回千转百回

用一池春水

拽动来往穿梭船只奔向太阳的故

乡

我用阳光赞美她温润如玉的心

晶莹澄澈澄澈晶莹

用大海一样胸怀接纳从天而降的

太阳

我用雷鸣赞美她的深沉与厚重

低吟浅唱浅唱低吟

用传奇讲述东方大国不老的神话

哦，别当她是纤瘦的小女子

她的心胸能装得下整个世界

包括太阳、月亮、星辰还有迷人的

云彩

下雪了
■ 曾萍

“下雪了！下雪了！”祁雪扬
着手臂挥舞，杂乱，激动。她只是
呼喊了十几秒钟，声音跟着低矮
下去。全身的鼓胀也软瘪下来，
像被人踩了一脚的排球。她呆呆
地望着窗外的飘雪，心里有喜悦，
也有惆怅。

前天下午，学校突然发布通
知，告家长书、校内电视、班级微
信群在那一刻全面轰炸。提前考
试、放假的消息已经像雪片一般
撒向每一个角落。

祁雪在区河滨小学读六年
级，是班里不折不扣的学霸。每
到期末，尤其是到春节前的那个
期末，是她风光无限的时刻。考
试获奖之类的事，对于她来说犹
如探囊取物，谁让她是全班、全年
级、全校有名的学霸呢？与其说
她渴望鲜花、掌声，渴望那种时
刻，不如说她已经习惯了那种感
觉。

此刻，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
让这一荣耀时刻瞬间化为泡影，
像雪花一样飘走了，融化了，落在
地上不见了，她怎能不垂头丧气
呢？

这时，爸爸走过来了。爸爸
只说了句又要上街扫雪了，就哼
着刀郎的《2002 年的第一场雪》
去上班了。

妈妈也走过来了，探过身子
望望窗外，愁眉不展，嘟囔着这可
怎么办？祁雪楞了一下，没明白
过来，疑惑地问什么怎么办？妈
妈说，“你呀，放假了，一个人在家
怎么办？”祁雪说，“怎么是一个

人？不有奶奶吗？再说我是要人
管的孩子吗？”祁雪这回真的生气
了，觉得妈妈把她归入了不听话、
不自觉的那类孩子。妈妈赶紧道
歉，说完就一把搂紧了祁雪。祁
雪笑了，斜了一眼妈妈，责备道，

“职业病。”妈妈在一家日资企业
上班，会不知不觉地把工作作风
带到家里来，张口闭口严格管理
什么的。妈妈和祁雪商量着说，

“这么早放寒假，时间倒是宽裕
了，你做做‘实验班’奥数题，弹弹
钢琴，好不好？”祁雪不情愿地

“哦”了一声，稀疏的眉眼皱了皱，
不说话了。

傍晚时分，雪没有停歇的迹
象，似乎下得更大了。爸爸还没
到家，祁雪想他一定还在扫雪，一
定很疲累了，脸上也一定有汗水、
雪水交融在一起。这时，妈妈回
来了，掸掉身上的雪，埋怨着这鬼
天气。祁雪、妈妈、奶奶三个人一
起等爸爸回家开饭。

过了十几分钟，爸爸终于回
来了，祁雪迎上去，替爸爸把有些
潮湿的警帽挂好，帮爸爸拍拍身
上的雪，然后一家人开始吃晚
饭。爸爸妈妈说了今天路上的情
景，祁雪专注地听，没说什么。她
今天还没下过楼呢，做了十几道
奥数题，弹了几个小时的钢琴，还
立在阳台上看了飞雪，和奶奶说
了一会话，有点无聊，有点失落。
一天就这么平淡地过去了。她对
外面的世界，除了雪，一无所知。

忽然，爸爸拿出雪花银的苹
果 6，笑着说，有个段子很有意

思。妈妈说，肯定是愁云的段子
吧？爸爸说，对嘛，你也有？妈妈
说，都爆屏了。爸爸说，“我读读，
给雪听听。”

——其实最愁的是天上的云
了。雪肯定要下，不下，气象局难
堪了，教育局尴尬了。雪终于下
了，气象局放心了，教育局安心
了，公安局担心了，城管局费心
了，园林局劳心了，运输局寒心
了。

大家听了就一起笑。爸爸说
现在这种段子多，妈妈说都是专
业枪手写的。爸爸说，“还不是为
了流量。”祁雪问什么流量？妈妈
笑着说，“就是让人多转发，多赚
钱呗。”祁雪停顿片刻，笑着说，

“还要加一句，孩子开心了。”妈妈
听女儿这么说，来了灵感，说，“再
加一句，家长闹心了。”于是，大家
又一起笑，笑声和饭菜的热气一
起缠绕，袅袅升空。

奶奶也笑了，但却说：“现在
这雪不算什么。我们小时候的雪
可以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雪
地捕鸟，可开心了。”奶奶缺牙的
口腔上下鼓动，继续说，“手机里
的图片再美，也没有大自然里的
美。是不是？”

祁雪说，“奶奶说得对。”
奶奶说，“我想回乡下老屋

去。马上过年了，城里过年没意
思，不热闹。”

祁雪马上说，“我和你一起
去。”

爸爸和妈妈想了想，也说
好。一家人说说笑笑，期待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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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月 11 日
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
11日正式提交针对总统特朗普
的弹劾条款草案，指控他“煽动
叛乱”。这是特朗普任内第二
次陷入弹劾危机，距离他卸任
只剩10天。

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民主
党人寻求此时发起弹劾，一方
面是为了“立标杆”、防止煽动
暴力的情况再次出现；另一方
面也为给特朗普留下不光彩记
录，使他4年后难以再度竞选总
统。二次弹劾凸显两党间的政
治对立，不管结果怎样都只会
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

寻求弹劾

弹劾条款草案称，特朗普
“煽动叛乱”“干涉权力的和平
过渡”“严重危及”美国和美国
政府机构的安全，给美国人民
造成“明显伤害”，如任其继续
执政，将“对国家安全、民主和
宪法构成威胁”。

美国国会 6 日遭遇暴力冲
击，造成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令世界震惊。美国舆论纷纷指
责特朗普“点燃导火索”，要求
特朗普下台的声音愈演愈烈。

除推动弹劾程序外，众议
院民主党人还力促副总统彭斯
援引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
免特朗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日前表示，如果彭斯和特朗普
内阁多数成员不考虑罢免特朗
普，众议院将就弹劾条款草案
举行表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自由
撰稿人克里斯·西利扎认为，彭

斯不太可能动用宪法第25条修
正案罢免特朗普，有三个原因：
第一，此前从未有副总统通过
这一方式罢免总统，这么做将
不利于彭斯的政治前途；第二，
特朗普任期即将结束，共和党
方面不愿节外生枝；第三，数名
特朗普内阁成员已经辞职，余
下众人中多数人支持罢免决定
的可能性不大。

再陷危机

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有权
以“叛国、贿赂或其他重大罪行
和不检行为”为由弹劾总统。如
果针对总统的弹劾条款在众议
院以简单多数获得通过，即意味
着总统被弹劾。接下来，参议院
将就弹劾案进行审理，如果三分
之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条款，总
统就将被定罪而下台。

2019 年 12 月，特朗普首次
遭国会众议院弹劾，成为美国历
史上第三位遭弹劾的总统。当
时，民主党人掌控的众议院表决
通过了两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
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
会。但这两项条款此后均被共
和党人掌控的参议院否决。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次，
众议院最快可能于13日就弹劾
条款举行表决。目前，民主党
人占多数的众议院有足够票数
通过弹劾条款，一些共和党人
可能也会投下赞成票。

美国历史上从未有总统两
次遭众议院弹劾。美国圣安塞
尔姆学院政治学专家克里斯托
弗·加尔迪耶里在接受采访时
说，从长远看，众议院寻求在特

朗普即将下台前再度弹劾他，
旨在警示未来总统，防止总统
煽动暴力的情况再次出现。

美媒指出，弹劾也是党争
激化的表现，民主党人想给特
朗普留下不光彩记录，使他4年
后难以再度竞选总统。国会骚
乱事件已让特朗普的形象和政
治遗产大打折扣，再遭弹劾无
疑是雪上加霜。

裂痕难愈

据媒体披露，参议院多数
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的一
份内部备忘录显示，如果众议院
通过弹劾条款，参议院按规则最
早将于20日下午启动弹劾案审
理。而 20日中午，特朗普将正
式卸任，拜登将宣誓就职，这意
味着参议院不可能在特朗普卸
任前完成弹劾案审理。

目前，众议院民主党高层
尚未就何时把弹劾条款送交参
议院达成一致。众议院民主党

“党鞭”詹姆斯·克莱伯恩日前
对媒体表示，可能会等当选总
统拜登上台 100 天后再把弹劾
条款送到参议院，以避免弹劾
案审理影响参议院批准拜登内
阁成员提名进程等事宜。

分析人士认为，不管时间
上如何安排，弹劾条款想要在参
议院获得通过都非易事。在佐
治亚州两名新当选的联邦参议
员就职后，民主与共和两党将各
自掌握参议院50个席位。虽已
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呼吁
特朗普辞职，但目前尚不清楚会
有多少共和党人支持弹劾条
款。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林赛·
格雷厄姆日前表示，他认为弹
劾案无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格雷厄姆同时表示，在当
前情形下寻求弹劾特朗普会进
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据
美媒 11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
局警告称，在新总统就职前的
一段时间里，美国可能出现全
国性武装抗议活动。有分析人
士担心，此时弹劾特朗普或将
进一步激怒其支持者，引发更
严重的社会动荡。

经公司决定，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由1100万元减至200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
债权人可自2021年1月13起四十
五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将按照法
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

特此公告。
联系人：吴愿军18912826000
丹阳市天翼速递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减资公告

遗失信息
●丹阳市绿家园苗木专业合作
社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绿家园苗木专业合作

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321181000201111230112，副 本 ：
321181000201111230089，声明作
废。
●丹阳市跃扬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141005632301，声明作废。
●丹阳市跃扬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三江纤维材料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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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地址：开发区凤凰路融媒体中心大门北50米（丹阳智投一楼）电话：88011918

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进展

我国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重

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
进展、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
……记者 12日从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拟服务于
重型运载火箭的大推力补燃循
环氢氧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已
取得积极进展。

据悉，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
发动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
院负责研制，其性能指标将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能更好地满足我
国未来火箭和重大航天任务对
动力的需求。该型发动机的研
制可填补我国氢氧发动机型谱
和技术空白，对诸多基础学科和
工业领域有巨大的牵引带动作
用。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此前披露的信息，我国正在研
制中的重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
运载能力可达 140吨，是实施月

球探测、深空探测，开展大型空
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资源开发
利用的重要依靠，可极大提升我
国开发利用空间和维护太空安
全的能力。

与此同时，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研制的多型火箭发动机也
传来了新消息。此前，由该集
团六院研制的长征五号 B 运载
火箭大推力氢氧发动机顺利完
成了一次型号可靠性试车，进

一步验证了大推力氢氧发动机
的能力，为长征五号 B 运载火
箭执行空间站任务奠定了基
础。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将执
行空间站各舱段的发射任务，其
中核心舱将于今年春天率先发
射。此次试车是根据工程总体
安排的专项工作之一，有利于提
高整个空间站任务建设阶段发
动机的可靠性。

特朗普为何再陷弹劾危机？

新华社芝加哥1月 11日
电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 11日
证实，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芝加哥地区日前发生的枪击案
中不幸遇难。

据当地媒体报道，9 日下
午，芝加哥南部靠近芝加哥大
学校园的一公寓停车库发生枪
击事件，一名就读于芝加哥大
学的范姓中国留学生被击中头
部，当场死亡。凶手随后在芝
加哥南部另一公寓开枪打死一
名警卫，在一家便利店开枪打
死一名男子。当天傍晚，凶手
在芝加哥北部劫持了一名妇
女，随后在与警方交火中被打
死。此次连环枪击案还造成 4
人重伤。

据芝加哥警方介绍，凶手
实施无选择、无差别枪击，其犯
罪动机还在调查中。此外，芝
加哥大学校方已发布通告对这
名学生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并
表示已同学生家属取得联系。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侨务
组组长卢晓辉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获悉中国学生
不幸遇难消息后，总领馆第一
时间联系其国内家人表示哀悼
慰问并提供领保协助，并向芝
加哥警方表达关切，敦促警方
尽快查明真相，通报案情，切实
保护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中
国公民的安全。

卢晓辉表示，总领馆将继
续与芝加哥警方和芝加哥大学
校方保持联系，密切关注案件
进展，敦促警方和当地有关方
面妥善处理后事并采取切实措
施保护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
中国公民的安全。

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
市，枪击案、凶杀案频发。据芝
加哥警方统计数据，2020年芝
加哥地区发生凶杀案件 769
起、枪击案件3261起。

一名中国留学生
在芝加哥枪击案
中遇难

新华社莫斯科1月11日
电 俄罗斯莫斯科州 11日发生
一起汽车相撞事故，造成 4 名
军人死亡、至少43人受伤。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事故
发生在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戈
尔斯克市附近一条公路上，一
辆卡车发生失控后，与 4 辆满
载军人的巴士相撞，造成巴士
内多人伤亡。卡车司机未受
严重伤害，事故发生时意识清
醒。

报道说，伤者已被送到医
院接受救治，其具体情况目前
尚不明确。有关机构已对这
起事故展开调查。

新华社利马1月11日电
秘鲁总统萨加斯蒂日前在接
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
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
苗是安全的，必要时他会接种
中国疫苗。

萨加斯蒂表示，秘鲁购买
的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
苗是一种传统的疫苗，是完全
安全的。秘鲁政府将向民众
介绍疫苗的安全性和接种疫
苗的必要性。

萨加斯蒂还强调，接种疫
苗不仅是个人预防措施，也是
一种社会责任。

萨加斯蒂 6 日宣布，秘鲁
已与中国国药集团达成购买
该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
协议，首批100万剂疫苗将于1
月底抵达秘鲁。他表示，中国
国药集团在秘鲁进行的新冠
灭活疫苗 III 期临床试验显示
了疫苗的有效性。

秘鲁卫生部11日公布，该
国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166 例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达
1037350例；新增死亡55例，累
计死亡38335例。

俄罗斯发生汽车
相撞事故致4名
军人死亡

秘鲁总统表示必
要时他会接种中
国新冠疫苗

菅义伟内阁支持
率首次低于不支
持率

新华社东京1月12日电
日本广播协会 12 日公布的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菅义伟内阁
支持率为 40%，不支持率为
41%。这是菅义伟内阁自去年
9月成立以来支持率首次低于
不支持率。

日本广播协会自本月9日
开始进行为期 3 天的民意调
查。根据调查结果，菅义伟内
阁支持率比上月调查时下降
了 2 个百分点，而不支持率上
升了5个百分点。不支持的主
要理由包括没有执行力、对政
策不抱期待以及人品无法让
人信赖等。

关于新冠疫情，有 87%的
受访者对自己和家人可能感染
新冠病毒感到不安，另有 41%
的受访者对政府实施的新冠疫
情相关政策表示不太满意。

目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
支持率仍然以 37.8%高居首
位，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
支持率为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