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包里有没有钱？”
——最近，南京秦淮

警方救助了一名割腕服毒
轻生的男子，他称之所以自
杀，是因为自己此前出车祸
时没钱治疗，父母便先垫付
了两万元的医疗费，之后就
频频向自己“追债”。当民
警通知男子的父母赶到医
院后，他们的第一句话并非
儿子的安危，而是这句话。
（据《现代快报》）

跟一句：这一家人为
了钱是真的离心了。

“勤俭办学，为了节省
办学经费，便没有再参加集
体供暖。”

——近日，有媒体报
道，时值寒冬，山东临沂九
中至今未曾在教室供暖，空
调不给开，学生取暖全凭棉
袄。据学生称，该校有一个
班 80 个人已经冻感冒了
43 个。学校方面如此回
应。（据《新京报》）

跟一句：再苦不能苦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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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读关键词 抢救记忆
本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农村，整理

村民口述录音时却发现，集体记忆
中竟隐藏着近百年来中国乡村发展
变迁的密码。他决心抢救这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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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童年与“三农情结”

界岸，是江苏张家港川港
一带先民围垦长江沙洲时修
筑的一条圩岸，已有几百年历
史。依傍着界岸古道，聚居着
几十户农民，村名多次变更，
当地人一直称这里为“界岸人
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综合
司司长、江苏省委研究室主
任、省委副秘书长的黄健就是
一位从界岸走出的农村娃。
自2014年起，黄健花3年时间
走访了老家40多位村民，将村
民的口述整理成书《界岸人家
——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
忆》。写作此书，用黄健的话说，
不仅源自他贫苦农民的出身，更
是因为他挥之不去的乡愁。

黄健生于1953年，因家庭
贫苦，他没能上高中，成了一个
篾匠。做篾匠很辛苦，可在他
心里，比辛苦更苦的是心里苦

——前途无望比贫穷更可怕。
1979年，借着恢复高考的

春风，黄健以全县第一的成绩
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
大学生。毕业后，他以优异成
绩被国家机关选用，一干就是
30 年。2014 年，黄健即将退
休，恰好那几年有人写春节回
乡见闻，谈农村的变化及冲
突，感叹农村的衰落。但黄健
意识到，这不是衰落，而是一
种巨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农
村，在最近几十年间发生了重
大变化。因此，他想换个角
度，听听家乡的农民怎么说。

从一个村庄看国家的变迁

黄健认为，在滔滔不息的
时代洪流中，每个人、每个家
庭、每个村庄，都是历史的参
与者与见证者。

89岁的赵顺荣给黄健讲述

了年轻时被国民党抓壮丁，从东
北战场一路逃回家乡的“生死
劫”。旧中国的苦难，从赵顺荣
老人口中平淡道来，成为这个民
族一段不起眼却永不消失的疤
痕。钱贵贤则是另一个让黄健
难忘的村民，“在他身上，你可以
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下海
经商个体户的影子”。

而对于很多年轻的农村
人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对城市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1995 年
出生的陆瑶瑶，没干过农活，
会计大专毕业的她眼下重点
考虑的是进修网络课程，将来
能有更多工作机会。界岸村
人世代为农的历史，在这一代
中宣告终结。

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
无改鬓毛衰。”在老家做村民

口述史，土话乡音，分外亲
切。黄健说，做这件事，他没
有预设立场，更没有抽样，而
是坐下来自由谈，上至八九十
岁的老人，下到二十出头的小
伙子。3 年来，他记录的原始
素材多达七八十个小时，他打
算把这些全捐给档案部门。

“ 再 不 记 录 ，就 来 不 及
了。”是黄健挂在嘴边上的一
句话。20年前，黄健曾写过一
份《下岗职工访谈录》，得到时
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
的批示，为解决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保障等提供了重要的决
策依据。对于自己的新作，黄
健也明白，界岸几十户家庭的
状况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农
村，但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做这
事，那就是一幅中国农村历史
变迁的壮丽图景。（摘编自《新
华日报》）

本报讯 “手机您拿走，
话费我来送！”江苏南京的孙
先生去年 10 月收到这样一
条“零元购机”短信广告。截
至今年 8 月，孙先生共在该
运营商下属的一家营业厅连
续参加了 5 次“零元购机”活
动。然而今年 8 月，问题爆
发了。

对于“零元购机”，孙先
生一开始也不太信。正好有
个朋友在该运营商处工作，
想到两人是“发小”，对方肯
定不会骗自己，他便向对方

咨询。对方告诉他，自己和
不少同事也参加了这个活
动，真的是不要钱就能拿到
新手机，而且还能“白赚”到
不少话费。于是孙先生深度
参与到“零元购机”活动中
来。孙先生表示，在今年8月
之前，这5部手机所涉及到的
费用，都能准时返还。其中，
第一部手机的所有费用，到
今年 8 月刚好全部还清。但
从今年8月（含）至今，另外四
部手机的返还款他一分钱都
没拿到。最后一算账，孙先

生损失了20178元！
感觉被骗的孙先生立马

去找该营业厅讨说法，却发
现这家营业厅关门了。而拨
打运营商客服讨说法时，又
被告知该活动是营业厅自主
举办的，并非运营商公司的
官方活动。

对此，江苏玖润律师事务
所饶奋斌律师分析认为，本事
件事实清楚、证据完整，运营
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涉事
的客户可直接起诉运营商。
（摘编自《扬子晚报》）

轻信“零元购机”被骗两万多元
英国航空公司用胶带

修飞机看呆乘客 近日，英
国一家航空公司维修员在
修理客机时，把胶带贴在引
擎上，这让观察到这一幕的
乘客感到担忧。不过，航空
公司解释说，他们用的是
高 速 金 属 胶 带 ，非 常 昂
贵。根据飞机维修程序需
要，他们经常会在快速修
理中用到这种胶带，这并
不会影响航机安全。（摘编
自广东卫视）

印度男子公交上脱鞋
袜引众怒被送警局 近日，
印度 27 岁男子库马尔，在
搭乘前往首都新德里的公
交车时，坐上位置便开始
脱掉鞋子和袜子，传出阵
阵恶臭味，车上乘客议论
纷纷，并要求他把袜子收
进包里或者扔出窗外。库
马尔拒绝之后，双方发生
了激烈冲突，乘客们实在
忍无可忍，要求司机把车
开到警察局，并指出库马
尔涉嫌妨碍公众安宁罪。
印度警方表示，目前库马
尔已经获准保释。（摘编自

《参考消息》）

本报讯 公安机关近日在
核查人口信息数据时，发现江
苏省泰兴市的杨某和无锡宜
兴市的裴某相似度极高，只是
一个 1991 年 5 月出生，一个
1990 年 6 月出生，相差一岁，
怀疑同一人可能有两个身份
信息，遂要求泰兴公安局虹桥
派出所民警进行调查。

民警随即电话联系杨某，
她透露自己是从小就被抱养
的，养父已过世多年，听说过

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姐。民警
又联系裴某户籍所在地派出
所，很快，宜兴警方反馈信息，
从裴某的一位老邻居那里得

到证实，裴某小时候是从泰兴
被抱养的。

近日，杨某带着女儿赶往
裴某的现居地太仓。见面后，
杨、裴二人抱头痛哭。据了
解，26年前，杨、裴二人的亲生
父母在有了一个女儿后，本想
再要个男孩，没想到生了一对
双胞胎女儿，她们的父母把这
对出生没几天的双胞胎，通过
亲友分别送给了两个家庭收
养。（摘编自《都市快报》）

本报讯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爱
是可以无条件付出的，那便是父母对
子女的爱。对于陕西西安 35 岁的王
建峰来说，父母不仅给了他一次生命，
更让他一次又一次重生。

12月的北方冷风刺骨，在西安市
阎良区武屯镇御宝村，62岁的王万保
准备筹到钱后去宝鸡，希望能把自己
配型成功的一个肾，通过手术移植给
儿子王建峰，就像10年前妻子义无反
顾地移植肾给儿子一样。

2007年的一天，王建峰和同事打
篮球时突然莫名晕倒，被送往医院后
诊断出肾衰竭晚期。对于肾源，直系

亲属的肯定是最好的。配型成功后，
母亲苏芳侠毅然决定摘掉自己的一个
肾来救儿子。几年前，身体好起来的
王建峰结婚了，孩子今年也 1 岁多
了。结果今年 6 月，王建峰突然在家
里莫名晕倒，就像10年前在篮球场上
那一次，医院诊断，10年前移植的肾也
出现了衰竭。

“妈妈一个肾，爸爸一个肾，都是
为了弟弟，毕竟弟弟还那么年轻。”王
建峰的哥哥王军峰努力让眼泪不掉下
来，“真希望弟弟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我们一家人能幸福地在一起”。（摘编
自《三秦都市报》）

老夫妻相继捐肾救子

老农种出 238 斤巨型
红薯 11月30日，四川简阳
61岁的农民周才慧三轮车
上一颗巨型红薯引来不少
人围观。今年6月，他将红
苕藤插进土壤里，到 11 月
中旬，这颗红薯在地里被挖
出，竟重达238斤！对此，四
川省农科院研究员、原四川
省农作物育种攻关薯类首席
专家王大一说，她多次与周
才慧沟通，但老人不愿意说
出巨型红薯的“核心技术”。
王大一介绍，这种巨型红薯
在食用上与普通红薯没有太
大区别，在实际生产中，因为
体型太过庞大，没有太多的
推广必要。（摘编自《华西都
市报》）

两张照片太像，一查还真是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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