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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文

精品画廊

■

■诗路花雨

多多的诗
穿越日常

一个普通人

穿过你生活地图的那几条街
去参与书的疲倦
走惯的路已经不再是路
梦被拖向更加实在的地方
没什么在买卖以外了
意味着某件事已经圆满
日常的脸就是灾难的脸
你的自语是说给街道听的
人群已经涌上
主人的脸就是日常的脸
而你要到哪里跟上你的等待……

●李娟

屋内
大秤闭着，荡着，
斗
已长久无形
桌面比田野还要荒凉
马被牵进来，
再不出去
屋内，
坐满诗人

感谢
在归还它的时候借它
感谢空地，
实在就是大地了

《漓江胜景》
李 可 染 ， 1907 年 3 月
生于江苏省徐州市，中国
近代杰出画家。自幼即喜
绘画，擅长画山水、人
物，尤其擅长画牛。其山
水画浑厚凝重，深沉茂
密，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
独创性。所作写意人物与
牛，形象生动，笔墨简

劲，富于生活情趣。
“厚重”是李可染山水
画审美境界的重要内容，
主要体现在其“积墨法”
的运用上。此幅 《漓江胜
景》 就 是 使 用 了 “ 积 墨
法”的表现手法，在画面
中李可染将群山的水墨层
层叠加，河流则做了留白

■

●李可染/作
的艺术处理，从而与山体
的黑实形成强烈的对比，
使画面层次感加强，突出
了山体的“骨体坚凝、势
壮力强”，这样画面中不仅
有黑厚的积墨，还有涧透
的破墨，形成画面墨色层
次鲜明、丰富的艺术效果。
（据新华书画）

端午的鸭蛋

大家散文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实在
太 复 杂 了 ，因 此 我 们 就 忘 记
了。他的脸却长得极寻常，因
此我们再也想不起他的模样了
——我们实在不知道他是谁，
虽然他欠了我们家的钱。
当时他赶着羊群路过我家
商店，进来看了看，赊走了八
十块钱的商品，在我家的账本
上签了一个潦草的名字，我们
也认不清他写的是什么。后来
我们一有空就翻开账本那一页
反复研究，不知这笔钱该找谁
要去。
在游牧地区放债比较困
难，大家都赶着羊群到处跑，
今天在这里扎下毡房子住几
天，明天又在那里停一宿的，
从南至北，绵绵千里逐水草而
居，再加之语言不精通，环境
不了解……我们居然还敢给人
赊账！
幸好牧民都很诚实，一般
不会赖账。我们给人赊账，看
起来风险很大，但从长远考虑
还是划得来的。
春天上山之前，大家刚刚
离开荒凉的冬牧场，羊群瘦
弱，牧民手头都没有现钱，生
活用品又急需，不欠债实在无
法过日子。而到了秋天，羊群
南下，膘肥体壮。大部队路过
喀吾图一带时，便是我们收债
的好日子。但那段时间我们也
总是搬家，害得跑来还债的人
找不着地方，得千打听万打
听，好容易才能找上门来。等
结清了债，亲眼看着我们翻开
记账的本子，用笔划去自己的
那个名字，他们这才放心离
去，一身轻松。在喀吾图，一
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
紧紧缚住一个人。
可是，那个老账本上的所
有名字都划去了，唯独这个人
的名字还稳稳当当在那页纸上
停留了好几年。我们急了，开
始想法子打听这家伙的下落。
冬日里的一天，店里来了
一个顾客，一看他沉重扎实的
缎面皮帽子就知道是牧人。我
们正好想起那件事，就拿出账
本请他辨认一下是否认识那人
——用我妈的原话说，就是那
个“加蛮”
（不好）的人。
谁知他不看倒罢了，一看
之下大吃一惊：
“这个，这个，这
不是我吗？这是我的名字呀！
是我写的字啊！”
我妈更加吃惊，加之几秒
钟之前刚骂了人家，便非常不
好意思，
支支吾吾起来：
“你？呵
呵，
是你？嘿嘿，
原来就是你？
”
这个人揪着胡子想半天，
也记不起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买
了这八十块钱的东西，到底买
了什么东西，以及为什么要买。
他抱歉地说：
“实在想不起
来啦！”却并没有一点点要赖账
的意思。因为那字迹的确是他
的。但字迹这个东西嘛，终究
还是他自己说了算，我们又不
知道他平时怎么写字的。反正
他就是不赖账。
他回家以后，当天晚上立
刻送来了二十元钱。后来，他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时间里，分
四次还完了剩下的六十元钱。
看来他真的很穷。
（选自《我的阿勒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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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端午，
很多风俗和外
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的丝线
拧成小绳，
系在手腕上。丝线是
掉色的，
洗脸时沾了水，
手腕上就
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角
子。丝线缠成小粽子，
里头装了
香面，
一个一个串起来，
挂在帐钩
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
贴
在门坎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
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
我的寄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
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
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
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
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
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
邪么？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
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
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
俗不知别处有不：
放黄烟子。黄
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
仗，
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
而是
雄黄。点着后不响，
只是冒出一
股黄烟，
能冒好一会。把点着的
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
说是可以
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
常
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
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
所以我
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
“一

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
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
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
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
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
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
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
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
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
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
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
人家是吃得起的。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
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
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
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
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
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
就会肃然起敬：
“哦！你们那里
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
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
别标明：
“ 高邮咸蛋”。高邮还
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有偶有
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
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
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
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
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
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

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
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
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
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
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
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
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
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
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
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
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
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
“与有荣焉”。文不长，录如下：
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
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
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
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
存黄去白，
使味不全，
油亦走散。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
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
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
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
法，
如袁子才所说，
带壳切开，
是
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
平常食用，
一般都是敲破
“空头”
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
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
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

——我市各界强烈谴责美国所谓“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本报记者 胡伟华
美国当地时间 6 月 17 日，
美方不顾我国严正交涉，执意
将所谓“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
策法案”签署成法。此举不仅
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也
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的粗暴践踏。同时，这一所
谓法案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
措施和人权状况肆意污蔑、无
端指责，严重伤害了全疆各族
人民的感情，我市各界各族干
部群众对此表达了强烈谴责和
坚决反对！
大家纷纷表示，美方妄图
借所谓“新疆问题”，破坏新
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进
步的图谋注定会失败，我们决
不允许外部势力破坏新疆安定
团结的大好局面。

任何外部势力无
权干涉中国内政

在祖先的骨骸
拒绝变为石像的那条线上
感谢树木的伫立，
就是亲人的伫立了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多里
坤·吐鲁洪说：“新疆依法开
展反恐、去极端化斗争是得到
国际社会公认的正义之举。反
观美国，打着人权和反恐旗
号，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到处
挥动武力大棒，这才是彻头彻
尾对人权的侵犯和践踏。”
多里坤·吐鲁洪表示，新
疆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在
全世界都有目共睹，全疆各族
群众的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
到 2020 年底将同全国人民一道
迈入小康社会。但美国一些政
客对这些事实置若罔闻、视而
不见，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
暴露无遗。
“我坚信，任何企图挑拨
中国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繁荣
稳定、遏制中国发展进步的图
谋 ， 都 注 定 会 以 失 败 告 终 。”
多里坤·吐鲁洪说。
市委党校教师潘勇勇说，
美方的这一废纸法案从炮制到
签署通过，完全是对中国内政

向着有赐予继续发生的地点鞠躬
感谢土地深层的意思已传至膝头
去推动祝福所不知前往的
感谢隐藏的里程开始了
当空地也显示麦地
感谢那预定的欠意，
尚未被取走
树木抒情性的力量
便一再牵动我们的衣襟
感谢桥头星光灿烂，
直指接受者藏身处——

●汪曾祺
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
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
浅黄色的，
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
兴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
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
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
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
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
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
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
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
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
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
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
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
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
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
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
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
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
除 了 敲 去 空 头 ，不 把 蛋 壳 碰
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
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
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
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
壳里一闪一闪地亮，
好看极了！
（选自《四方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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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破坏新疆和谐稳定的行径必将失败

向着下工时分的煤区
扩散它的地理
感谢它的过去，
已显得尤其宽广了

不会再有墓碑
测量地下水位的起降了
感谢它们
原是多好的朗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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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手画脚和无端指责。新疆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
势力无权干涉，也决不允许任
何外部势力干涉。
潘勇勇表示，尊重和保障
人权是中国宪法的重要原则，
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要目标。中国政府始终把人
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本
着“孤立打击极少数，教育挽
救大多数”的原则，把预防性
反恐放在第一位，坚持依法推
进反恐、去极端化，探索出了
中国特色去极端化路子，确保
了新疆社会三年多没有发生暴
恐案事件。
“我相信美方的这些霸权
行径必将促使全国人民更加团
结起来，凝聚起维护祖国统
一、捍卫国家安全的强大力
量，美国的野心和图谋必将自
食其果，一定会失策失灵失
败。”潘勇勇说。
新疆医科大学克拉玛依学
院学生孜拉来·玉素甫在得知
美方将所谓“2020 年维吾尔人
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的消息
后感到十分愤怒，他说：“作
为一个中国人，一名自小成长
在新疆的 大 学 生 ， 我 对 美 国
的这一举动表示强烈愤慨和
坚决反对。这是对中国政府
治疆政策、反恐维稳举措和
新疆人权状况的诬蔑，充分
暴露了美方在反恐问题上的
双重标准和打着人权旗号干
涉中国内政的目的。”
孜 拉 来 · 玉 素甫说，新
疆曾经深受极端主义、暴恐
活动危害，自治区政府对此
采取依法打击，同时重视源
头治理，最终促进了经济发
展、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
定。当前，新疆正处于历史
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任何诽
谤都改变不了新疆人权事业
发展进步的事实；任何图谋
都干扰不了新疆发展繁荣的
进程；任何妄图借所谓涉疆
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

国新疆稳定发展的图谋都注
定会失败，终将沦为历史的
笑柄。

与一切破坏新疆
稳定的行径斗争到底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维
吾尔族党员干部，同时也是新
疆稳定发展的参与者、亲历
者、见证者和受益者，我要强
烈谴责美方歪曲抹黑新疆反
恐、去极端化努力，恶意攻击
我国治疆政策的行为，并坚决
与这些试图破坏新疆大好局面
的丑恶行径斗争到底。”在得
知美方将所谓“2020 年维吾尔
人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后，
市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
力江·胡达拜提愤慨地说。
艾力江·胡达拜提表示，
新疆的人权状况如何，新疆各
族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
权。面对复杂严峻的反恐斗争
形势，自治区本着对人民负
责，在借鉴吸收国际社会反恐
和去极端化经验基础上，依法
采取了一系列反恐、去极端化
举措，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
发频发势头。今天的新疆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各族人民团
结和睦、安居乐业，成就有目
共睹。
“越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我们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
维吾尔族人民越是要认清美
西方反华势力的狼子野心，越
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形
势。”艾力江·胡达拜提说，
“作
为一名维吾尔族党员干部，
我将带头坚定政治立场，亮
明我的态度观点，勇做维护
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
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
安的捍卫者。”
我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市
美术家协会成员牙克地尔·买
买提江也表达了坚决与一切
破坏新疆稳定大局行径做斗
争的决心。他说，作为一名维

吾尔族党员干部，我坚决反
对美国这一恶意干涉他国内
政的行为，我要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与这些恶劣
行径斗争到底。
牙克地尔·买买提江说：
“美方的歪曲污蔑，无非是拿
宗教、人权为幌子，遏制中国
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擦亮双眼
看清美方的伪善面目和险恶用
心，向一切破坏祖国利益的行
为说‘不’，以实际行动维护
新疆社会稳定，捍卫美丽家
园。决不能让这种利用所谓涉
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破
坏新疆繁荣稳定的图谋得逞。”
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热西
提·艾力表示，新疆在依法严
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同时，
非常尊重和保障人权，所以涉
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民
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和
去极端化问题。
“作为一名党培养多年的
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我将坚决
做到‘三个主动’。”热西提·
艾力说，“一是主动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二是主动维护意识
形态领域安全，从思想根源挤
压‘三股势力’的生存空间；
三是主动提升自身素质，同一
切企图破坏新疆大好局面的势
力进行斗争。”

坚定不移维护新
疆稳定团结
作为宗教界人士，我市油
建北清真寺伊玛目马有云说，
在新疆，各族信教群众的正常
宗教活动受到保护。党和政府
不仅积极改善宗教活动场所的
条件，还为宗教人士购买“四
险一保”和提供免费体检。特
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
信教群众到清真寺做礼拜，政
府还提供免费的口罩、消毒剂
等防护用品，让我们能舒心、
安全地开展宗教活动。反观美
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

况下，美国政府不但不集中精
力遏制疫情，还处心积虑、挖
空心思地甩锅推责，导致超
210 万人感染新冠肺炎，公民
的生命健康权遭到践踏。
“面对如此斑斑劣迹，美国
一些人还有什么脸对中国的人
权状况评头论足？并以‘人权’
为幌子，干涉他国内政、遏制他
国发展？”马有云说，
“ 因此，我
们更要擦亮眼睛，坚定不移地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共同维护
好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工作
委员会主任迪力夏提说，
恐怖主
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
中国政府
通过依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
斗争，
在新疆已连续三年没有发
生暴恐事件，安全形势明显好
转，
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新
疆各族群众的普遍支持和国际
社会的高度评价，
为国际反恐事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迪力夏提表示，面对美国
的造谣污蔑，以及“涉疆法
案”这样一个历史垃圾带来的
纷纷扰扰，我相信只要全国各
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继续有力打击恐怖主义，坚定
不移地维护新疆稳定，任何势
力都无法阻挡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新疆
先觉律师事务所主任拜金良
说，面对曾经多发的暴力恐怖
事件给新疆人民生产生活造成
的极其恶劣的影响，自治区政
府依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通
过不懈努力实现了新疆社会大
局的稳定。而美国“2020 年维
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
其真实目的是想搞乱新疆、遏
制中国发展强大。
“对此，新疆各族人民决
不答应，更不会上当。只要我
们更加珍惜当前的大好局面，
继续维护好新疆和谐稳定的大
局，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
好。
” 拜金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