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见证乱世温暖 回望人间真情———

此心未歇最关情
□ 梁晓声

三七年夏至
□ 未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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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的床上放着笔记
本电脑，看起来那电脑还是
新的。他正背对着哥哥的二
十七床打字。我是一个超笨

的人，至今不会操作电脑，故对能熟练操
作电脑的人，每每心生大的羡慕。他背对
着哥哥的床，便是面对着病房的门。患者
们都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我没用哥哥陪
我进病房，而是自己进入的。我以为六病
房那会儿没人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猛地见一个人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用笔
记本电脑打字，别提令我多么惊讶了。

他四十几岁的样子，脸形瘦削、白
皙，颜面保养得很好。显然是个无须男
子，脸上未有接触过剃须刀的迹象。那么
一种脸的男子，年轻时定是奶油小生无
疑。连他的脸，也给我斯文的印象。那时
已是初秋月份，他上穿一件灰色西服，西
服内是白色衬衣。衬衣的领子很挺，尚未
洗过。而且，系着领带，暗红色的，有黑条
纹。他理过发没几天，对于中年男子，那
是发型最精神的时候。他的头发挺黑，分
明经常焗染；右分式，梳得极贴顺，梳齿
痕明显，固定，因为喷了发胶的缘故。有
些男子对自己的发型是特别在乎的，喜
欢要那么一种刻意为之的效果。看来他
属于那一类男子。

我以为自己进错了地方，撤回已经
进入病房的那一只脚，抬头看门上方的
号牌——— 没错，这才步子轻轻地走入。

他抬头看我一眼，目光随即又落在
电脑屏幕上。我经过他身旁时，瞥见一双
比他的脸更白皙的手。那是一双指甲修
剪得很仔细的手，数指并用，在键盘上飞
快地敲点，如同钢琴家在微型钢琴上弹
奏一支胸有成竹的曲子。

我走到哥的病床旁，于是也就站在了
他背后。他立刻将电脑合上，却没合严，用
几根手指卡着。分明地，防止我偷看。

这使我觉得不自在。
我低声地，也是很礼貌地问：“我想

为我哥哥换被罩和床单，可以吗？”
“请便。”
他的语调听来蛮客气的，并无拒人

千里的意味儿，但是，一动未动。
我开始做我要做的事，他站起来，捧

起电脑。我发现他下身穿的却只不过是
病服裤子，脚上是医院发的那种廉价的
硬塑料鞋。袜子却肯定是他自己的，一双
雪白的布袜。

我于是断定，这个起初使我另眼相
看的男子，终究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在我看着他的背发愣之际，他转过
了身，彬彬有礼地说：“让您见笑了！”

之后，捧着电脑绕到他病床的另一
侧，再将小凳也拎过去，款款坐下，又打
起字来。那么，我就是有一米长的脖子，
也难以偷看到他在打些什么内容了。

再之后，彼此无语，我默默做我的
事，偶尔瞥他一眼，见他嘴角浮现笑意。

是冷笑。一丝。
还是冷笑……
我于是感觉周身发寒。
在一阵阵或急促或徐缓的敲键声

中，我终于做完了我的事。
当我离开病房时，他头也不抬地说：

“再见。”
连他的 语 调 ，也 变 得 冷 冰 冰 的

了……
来到院子里，我问哥哥，他病房那名

新病友起先是什么人。
老哥说，“二十八床”是外地来的，在

一座小城里当过科长，至于哪方面的科
长，老哥也不清楚。我说，在小城，科长是
挺有权的人了。精神病，那也不一定非要
到北京才能治啊。

老哥说，那小城没精神病院。“二十
八床”已在省城的精神病院住过两次院
了，未见好转……

我和院长熟了，遂怀着困惑去问院
长。院长告诉我：“二十八床”原本当科长
当得挺舒服的。那是小城里的闲职，属于
权虚事少，却又非有不可的位置。在从
前，那类科长的班上情形，被形容为吸着
烟，饮着茶，看着报，接电话，发文件。现
而今，办公现代化了，配电脑了，于是连
报也不看了，变成拿公务员工资的“网
虫”了。起初还只不过在办公室里玩玩网
上麻将或电脑游戏，后来腻歪了，兴趣转
向热衷于参与网上话题了。

袁经理也派人通知杜
家，戏院开幕无限期延后，
以观局势再定。戏班子的姐
妹们只得窝在家里避难，没

入账，自然没米粮。杜班主一番计量之
后，吩咐归云和归凤将雁飞送来的米粮
给大家分去一些。她们为了尽快解决师
姐妹们的燃眉之急，便分头把粮食一家
家送了过去。

归云第一次走在战后混乱的马路
上。大马路，小弄堂，都脏乱嘈杂，凄惨悲
凉。连日来的难民拥入，让租界人满为
患。屋檐廊下，人行道上睡满了难民。

他们临时搭起了铺盖，只拣一处空
地铺一条席子，一床床单便做成一个窝，
有的一家人齐齐坐在席子或者床单上，
相顾哀愁无言。

更加威胁他们的是饥饿。
身边携带的干粮吃光了，买不起价

格暴涨的粮食，也没有地方可以寻到食
物。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饿着，一双
双饥饿的渴盼的眼睛望着来往的人们，
渴求着帮助甚至是施舍。归云好像看到
了幼年的自己，在生存面前，如此卑微！

凄惶无助的师姐妹们见到归云似见
了救星，絮絮叨叨诉苦：“看到隔壁弄堂
的灾民抢救济粮，吓都要吓死了！家里米
缸都空了，自己孤鬼一只，怎么抢得过那
些人？”

归云听得有心，暗自留下了一袋腊

肉和风鸡，问明那条弄堂的方向就寻了
去。

原本上海最宽阔的马路，如今也被
道路两旁露宿的难民挤占得窄了，但是
越往东，人却越少。原来十四号那日日军
的轰炸机扫射了爱多亚路东面的南京
路，就片刻，繁华湮灭，尸殍遍野，人间天
堂变炼狱。

救济点是在爱多亚路靠近跑马场的
小弄堂里，有两三个梳着齐耳短发，穿干
练衬衫制服的女童子军正协助一位太太
分大米。米桶前排了长队，大米只装了一
个大木桶。僧多粥少，队伍后头已开始不
安的骚动。

一位年纪小小的女童子军叫：“大家
不要乱，一个一个来，明天还有。”

稚气的声音还未落，就有等不及的
人从后面冲上来，从刚用木瓢舀出大米
的太太手里抢了那瓢，裹进衣衫里就跑，
临跑时还猛推了那太太一把。

归云眼尖，适时双手一伸扶住了那
位太太。人群一阵哄乱，喊话的女童子军
慌了，怕人公然抢粮食，只好用身子挡着
米桶，尖声叫：“不准抢，不准抢，一个一
个来。”另两个则拼命推着往前挤的人。

那位太太回头，细致而慈蔼的面容
上有两道浓眉，也未用眉毛镊子修整过，
整个素面朝天，这时辰，也不会有太太会
想起来化精致的妆容。她朝归云感激地
一笑：“小姑娘，谢谢你！”

归云扶她站稳：“您不要紧吧？”
那太太面对混乱人群一筹莫展，只

忧心地蹙紧眉。
又有年轻的男人挤过来嚷：“怎么还

有？就那么点要那么多人分！”也是要冲
过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归云一个箭步上前，
身板一挺，喝一声：“前头老弱妇孺均未
分到，你这样争抢可好意思？”

嘈杂的人群静了静，眼光都直直望
着这男人。

男人被归云的怒目一喝镇住，复而
听人们纷纷指责起他来，深知众怒难犯，
嗫嚅两句：“老子被日本人逼得慌里慌张
逃命，两天没吃饭了，能怪我嘛！”边说边
悻悻然往队伍后头走。

说到了饿，有人有了共鸣，队伍里一
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蓬头垢面的，舔舔嘴
唇，对身边的母亲说：“妈妈，我也饿！”

归云听见了，也触了心弦。她立刻从
布袋里撕下一条鸡腿，递给小女孩：“这是
香喷喷的鸡腿，回家煮熟了就好吃了。”

小女孩接过鸡腿，放在鼻子下先闻
了闻，咧开小嘴对归云一笑：“谢谢姐
姐。”又抬头对母亲说，“妈妈，好香，回家
给奶奶吃，奶奶的病就会好了吧？”

那母亲忍不住啜泣，对孩子直点头，
又向归云连连道谢。人人恻然，感同身
受。女童子军重新拿木瓢舀了一勺米倒
进那母亲手里的袋子中。

“不忘初心”，安全合作持续推进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上合组织峰会上所
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没有安全，就谈
不上发展。近期本地区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表
明，打击‘三股势力’斗争仍然任重道远，我
们要一如既往将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作为上海合
作组织工作的优先方向。”

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成立的“源动力”，
2001年各成员国就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
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4年，上合组
织成立地区反恐怖机构，此后又签署了《反恐
怖主义公约》《禁毒合作协议》《合作打击犯
罪协定》等文件。本次峰会通过了《阿斯塔纳
宣言》，对当前国际和地区问题表明共同立
场，凝聚更多共识。各方还签署上合组织《反

极端主义公约》，这标志着上合组织安全合作
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已延伸至战略安全、防务
安全、执法安全、信息安全、禁毒、反洗钱、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多个领域，这将有力维
护成员国安全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继续前进”，经贸合作有望硕果累累

经济合作是驱动上合组织发展的“两个轮
子”之一。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
合峰会。正是在那次出访中，习主席提出了共
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上合组织在经
贸合作方面经验丰富，基础良好，成员国又均
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理应成为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上合组织成员
国所在地区也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
收获区，这得到了广泛支持。2015年，参加上
合峰会的各国元首一致表示支持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倡议。

此次习近平主席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时间
上正值“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召开后不
久，多数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领导人
参加了论坛，希望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
路”建设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迎来新
的机遇。同时，习近平主席重回丝绸之路经济
带首倡之地，意义十分特殊，将进一步引领上
合组织经济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协调推
进、共同发展。实现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
的互动发展是峰会的重要议题，两者理念相
通，合作路径相似，随着机制建设越来越完
备，上合组织必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
力支撑。

前途远大，上合迈入“中国时间”

本次峰会召开正值《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签署15周年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
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0周年，是上合组织发展

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年。习近平主席指出：
“以这两份纲领性文件为思想基石和行动指
南，成员国坚定遵循‘上海精神’，在构建命
运共同体道路上迈出日益坚实步伐，树立了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自成立以来，
上合组织成员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发出一
致声音，推动上合组织为维护地区安全、促进
共同发展繁荣、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
方向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此次峰会决定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组织
正式成员国，这使上合组织成为了世界上幅员
最广、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地区性国际组
织，两国的加入有助于成员国共同维护地区稳
定与和平，扩大经贸、能源、金融、交通等领
域的合作，组织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下一届上合组织峰会将于2018年6月在中国
举行，上合组织将重回“中国时间”。习近平
主席指出：“中方将认真履职尽责，同各方一
道，努力给各国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获得感，
携手创造本组织更加光明的未来。”有理由相
信，上合组织将“不忘初心”，继续坚持互
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
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国际社会构建以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注入强大
动力。

上海合作组织：不忘初心，行稳致远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陈宇

■提要

6月7日至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第十七次峰会。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努力，此次峰会取得丰硕成果，标
志着上合组织发展迈入新的光辉时代。

这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５５公里。
这是拥有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的大桥，隧道全长６．７公里，

全部采用沉箱预制搭建。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钢结构桥梁，仅主梁钢板用量就达到４２万

吨，相当于建６０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
港珠澳大桥——— 横空出世，横跨伶仃洋海域。这是“一国两

制”框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建设的世界级超大型跨海交通工
程。

老桥梁专家谭国顺，１９７１年起就在中铁大桥局工作，参与指
挥建设包括东海大桥、杭州湾大桥、胶州湾大桥等在内的多所跨
海桥梁，他用“集大成者”来形容港珠澳大桥：“世界之最”的
背后，是港珠澳大桥在建设管理、工程技术、施工安全和环境保
护等领域填补诸多“中国空白”乃至“世界空白”，进而形成一
系列“中国标准”的艰苦努力。

正是基于邻近香港国际机场航线限高和伶仃洋航道满足３０万
吨轮船通航的需要，港珠澳大桥最终选择了集桥—岛—隧于一体
的设计施工方案。这条世界最长的海底沉管隧道由３３个巨型沉管
组成，每节管道长１８０米，宽３７．９５米，高１１．４米，单节重约８万吨。

“岛隧工程是我国首条外海沉管隧道，也是世界唯一的深埋
隧道，作为一个开创性的工程，施工条件极为复杂，极具挑战
性，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监办总监胡昌
炳说。

港珠澳大桥打破了国内通常的“百年惯例”，制定了１２０年
的设计标准。在建设过程中，建造者发现，源自于西方海洋地质
标准的技术、工艺无法满足施工需要。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引
领下，中国科研人员依靠１９８６年以来湛江地区累积形成的海洋水

文数据攻克了大量技术难题，并结合伶仃洋实际，创造性地提出
了“港珠澳模型”等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海洋防腐

抗震技术措施，最终保障了“１２０”指标的达成。
和其他跨海大桥不同的是，港珠澳大桥是像“搭积木”一样

拼装出来的。先在中山、东莞等地的工厂里把桥墩、桥面、钢箱
梁、钢管桩统统做好，再等到伶仃洋风平浪静时一块块、一层
层、一段段的组装起来——— “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
化”建设理念在港珠澳大桥首次实现。

５月２日２２时左右，经过长达１０余小时的吊装，重达６０００吨左
右的最终接头像“楔子”一样将海底隧道连为一体。

“‘中国装备’的长足发展创新让重达６０００吨的最终接头吊装
变成可能。”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副总工钟辉虹介绍说，承担最终
接头的起重船“振华３０”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世界最大起重
船，具备单臂固定起吊１２０００吨、单臂全回转起吊７０００吨的能
力。

作为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不仅代表着中国桥梁
的先进水平，也是展示各国创新能力的超级舞台，包括来自丹
麦、美国、荷兰、英国、日本、德国、瑞士、土耳其等多个国家
的桥梁专家纷纷参与其中。

无线声呐深水测控系统被称为沉管安装对接的“深海之
眼”，能通过计算机和无线声纳设备精确判定沉管在海底的位
置、角度，大大提高安装的速度和准确度。该系统由港珠澳大桥
岛隧项目联合日本三清公司合作历时一年多自主研发。

首次应用该系统的Ｅ４沉管安装时间就刷新了纪录，从浮运
到沉入海底安装仅用了１６个小时，比第一节沉管安装对接的８６小
时缩短了７０个小时，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大惊喜”。“经过两年
多的实际应用，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不断完善优化无线声呐深水
测控系统，今后这一系统在国际深水施工领域都具有推广价值和
应用前景。”常驻港珠澳大桥施工一线的日本三清公司技术专家
冲山桢雄说。

一桥飞架三地，打开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空间。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韦东庆说，预计今年底大桥将

全线通车，届时香港至珠海的陆路通行时间将由３小时变成半小
时，三地经济融合将不断加深，珠三角将形成世界瞩目的超级城
市群。

（新华社广州６月１１日电）

据新华社首尔６月１１日电 韩国总统文在
寅１１日提名国防部、教育部等５个部门的长官
人选，其中国防部长官人选备受关注。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１１日表示，文在寅提名
前京畿道教育监（相当于教育局长）金相坤为
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前海军参谋总长宋永武
为国防部长官，首尔大学名誉教授安京焕为法
务部长官，高丽大学教授赵大烨为雇佣劳动部
长官，前青瓦台秘书金恩京为环境部长官。

宋永武曾任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人事军
需本部长、战略企划本部长和海军参谋总长等
职。青瓦台表示，宋永武深谙国防战略，了解
军队组织以及文在寅的国防改革构想。韩国媒
体认为，对宋永武的提名表明了文在寅政府推
动军队改革的意图。

港珠澳大桥：中国制造撑起超级工程世界之最
预计今年底将全线通车，届时香港至珠海的陆路通行时间将由３小时变成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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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巡礼

港珠澳大桥(资料片)。

□新华社/法新

法议会选举：
马克龙或可轻松“过关”

6月11日，在法国北部城市勒图凯，法国

总统马克龙（后右二）向民众挥手。法国国民

议会选举首轮投票11日在法国本土全面展开，

选举最终结果将直接关系法国新总统马克龙能

否在5年任期内充分施展拳脚。多次民调显

示，马克龙所属的阵营将在此次选举中获胜，

甚至可能赢得压倒性胜利。

韩国总统提名

前海军高官为国防部长官

据新华社伦敦６月１１日电 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１０日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时表
示，英方将如期在本月１９日开始与欧盟的“脱
欧”谈判。

特雷莎·梅在电话中告诉默克尔，针对如
何对待生活在英国的欧盟公民与生活在欧盟的
英国公民一事，英方将尽早寻求与欧盟达成一
份互惠协议。默克尔则在电话中祝贺特雷莎·
梅连任首相。

英国大选结果９日公布，特雷莎·梅领导的
英国保守党仍为第一大党，但没有赢得议会下
院半数以上席位。此前她曾表示，英国将寻求
“硬脱欧”。但舆论认为，此次大选结果可能
会影响她在“脱欧”问题上的立场。

英国确认将如期

开始“脱欧”谈判

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１日电 科学家新近发
现，早在１．１５万年前，人类活动就曾导致气候
变化，加快地表侵蚀。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和海法大学的科学家
在荷兰新一期《全球和行星变化》杂志上报告
说，他们分析死海沉积物发现，在新石器革命
时期，附近地表侵蚀速度明显加快，其主要原
因是人类活动。

大约１万多年前，人类社会普遍从狩猎采
集转型为农耕，人口数量呈指数增长，毁林和
放牧使地表植被大幅减少。

万年前人类活动

就曾引起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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