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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24日清晨，乌克兰首都基辅
市上空传来阵阵爆炸声。
“早上，我丈夫突然叫醒我：‘起来，打起来

了！’起初我不敢相信。怎么会？”突如其来的
爆炸声仍然让奥克萨娜感到惊诧。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4日清晨发表
电视讲话说，决定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
行动。奥克萨娜告诉记者，他们一家租住在基
辅市第聂伯河左岸一套公寓里，俄罗斯军队向
机场和城市附近的军事设施发动袭击，她家附
近整个白天都能听到爆炸声。

24日清晨6时左右，基辅市上空响起防空
警报，不少市民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赶往住宅
附近的地铁站和防空洞躲避。而奥克萨娜家
距离地铁站较远，他们一家选择在小区的地下

停车场躲避空袭。
“我把包整理好放在门口，准备随时跑。我

担心对基辅的袭击还会持续。”奥克萨娜忧虑地
说道。

因为戒严和空袭，当天基辅市区大多数商店
暂停营业，只有超市、药店、医院、银行、公共交通
维持运转。奥克萨娜工作的管道工程公司一早
通知她近期不用来上班。

奥克萨娜说，基辅市政府当天上午宣布基辅
实施戒严，她儿子就读的学校取消了课程，尽管
一些大城市的教育机构仍在开展教学，但基本已
转为网课。
“我和我们国家的所有人一样，很害怕。虽

然只是第一天，但在我看来就如同一个月一样
煎熬。我希望能早点结束（这种状态）。”奥克

萨娜说。
28岁的伊琳娜也住在基辅，她告诉记者，基

辅市白天发生的轰炸和炮击让她害怕极了。为躲
避夜间可能的空袭，伊琳娜说她打算在没有窗户
的卫生间过夜。

从清晨开始，伊琳娜就看到许多市民离开基
辅，基辅市各个交通出口都出现严重拥堵。加油
站外市民们排几个小时的队伍加油，超市里人们
大排长龙，很多人拉着孩子、宠物，拎着手提箱沿
着高速公路徒步撤离基辅。她说，第一天，仿佛半
个城市都已经空了。看着长长的撤离人流和车
流，她感到绝望，决定自己继续留在基辅。
“希望敌对行动早点结束，希望乌克兰人能够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伊琳娜难过地说道。
新华社基辅2月25日电

清晨传来阵阵爆炸声
——俄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基辅首日见闻

据新华社莫斯科2月25日电（记者 黄
河）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5日报道，俄总统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总统普京
准备派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与乌克兰方面谈判。俄方代表团将包括
国防部、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的代表。

报道援引佩斯科夫的话说，乌总统泽连
斯基宣布准备与俄方讨论乌克兰的中立地
位。佩斯科夫说，普京此前表示，这次特别
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帮助“顿涅茨克人民共和
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乌克兰
的去军事化，这些都是中立地位问题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新华社莫斯科2月25日电（记者 黄河）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通报，俄总统普京
24日同多位外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乌克兰
局势。

普京24日应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双方就乌克兰周边局势交换意见。通报称，普
京向马克龙“详尽解释”了俄方决定在顿巴斯
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和有关情况。
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保持联系。

此外，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通报
说，普京概述了俄方有关乌克兰政府对顿巴斯

地区平民采取侵略行动和对明斯克协议实行破坏
性政策的评价。普京表示，鉴于这种情况，同时考
虑到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领土上发展军事
存在是俄无法接受的，俄方决定发起一次特别军
事行动。通报称，莫迪请俄方协助确保目前在乌
印度公民的安全。

当天早些时候，普京应约与伊朗总统莱希通
电话。普京通报了乌克兰周边局势的发展。通报
称，莱希对俄罗斯在美国和北约采取破坏稳定行
动背景下表现出的安全担忧表示理解。双方还就
伊朗核问题进行了讨论。

新华社华盛顿2月24日电（记者 邓仙来
孙丁）美国总统拜登24日在白宫就乌克兰局势
发表讲话，宣布新一轮对俄经济制裁措施，并
向欧洲增加军事部署。

根据白宫发布的说明，本轮制裁对象包
括俄国有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和另外四家大
型金融机构，以及若干与俄政府有关联的个
人及其亲属等。拜登在讲话中表示，最新制
裁措施将冻结上述四家俄金融机构全部在美
资产；限制俄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进
行商业交易的能力；阻断俄增强军事力量的

资金来源；在高科技领域对俄实施出口管制以
削弱其竞争力。

在军事措施方面，拜登强调，美军不会进入乌
克兰与俄军交战，但北约已决定调动其快速反应部
队，并将于25日召开由全部成员国参加的峰会。
美国将向德国增派军队，并在必要时继续增兵。

拜登说，美国已将目前驻扎在欧洲的部分美
国陆军和空军力量调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
陶宛。另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防部高级官员的话
报道，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已命令从美国国内调遣
7000名美军至德国。

普京与多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乌局势

拜登宣布新一轮对俄经济制裁措施

据新华社基辅2月25日电 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25日凌晨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乌克兰在
独自作战，目前乌方已有137人死亡，另有316
人受伤。此前，他已发布为期90天的全国军事
动员令。

在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责怪美西方国家
没有给乌克兰提供实际支持，只是乌军在独立

战斗，没有任何国家向乌克兰作出派兵保证。他
同时表示，乌克兰并不害怕与俄就乌中立地位进
行谈判。

泽连斯基24日晚发布军事动员令，授权乌军
总参谋部决定可以参战的人员数量、后备军数量，
以及发布召集令。泽连斯基同时要求政府给此次
全国军事动员提供财政支持。

新华社莫斯科2月25日电（记者 黄河）俄罗斯国防部网
站25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已从西侧完成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
封锁。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在通报中说，俄军24日在位
于基辅郊区的戈斯托梅利机场区域成功实施空降行动，200

多架直升机参与行动。目前，俄空降兵主力部队已在戈斯托
梅利机场与此前空降的士兵会合，从西侧封锁了基辅。
科纳申科夫表示，俄军不会袭击基辅的居民区。
科纳申科夫还说，俄军已完成对乌克兰城市切尔尼戈夫

的封锁，俄军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平民伤亡。

普京计划派代表团
赴明斯克同乌谈判

据新华社莫斯科2月25日电（记者
华迪 黄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日在
记者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武装部队放下
武器停止抵抗，俄方随时可以进行谈判。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拉夫罗夫再次强
调，“没有人想占领乌克兰”，在俄罗斯“去
军事化”特别军事行动后，乌克兰问题将
重回谈判桌。

另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
书佩斯科夫25日说，关于乌方准备与俄方
就乌克兰中立地位进行谈判的声明仍有待
分析，但总的来说可以被认为是积极的信
号。目前还无法透露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
泽连斯基之间是否会于近期进行接触。

乌总统发布全国军事动员令

俄军从西侧封锁乌克兰首都基辅

只要乌放下武器
俄方随时可谈判

对当前乌克兰问题

王毅阐述中方五点立场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5日表示，
俄罗斯空降兵已完全控制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地区。俄武装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摧毁了乌

克兰118处军事基础设施，包括11个军用机场、

13个乌武装部队指挥所和通信中心、14个防空

导弹系统、36个雷达站等。另外，俄军已击落5

架战斗机、1架直升机、5架无人机；击毁18辆坦

克及其他装甲车、7台多管火箭炮、41辆军用特

种车辆；击沉5艘军用船只。在作战行动期间，

150余名乌克兰军人缴械投降。 据新华社电

▼2月24日，顿涅茨克当地居民查看
受损的房屋。 新华社发

▲2月25日，人们在乌克兰基辅一处
地铁站内避险。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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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2月 25日，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分别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
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和法
国总统顾问博纳通电话，重点就乌克兰局势深
入交换意见。王毅阐述了中方对乌克兰问题的
基本立场，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中方坚定主张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在乌克兰问题
上同样适用。
二、中方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认为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
代价，地区安全更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
团来保障。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予以尊重。
在北约连续五轮东扩情况下，俄罗斯在安全方
面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
三、中方一直关注乌克兰问题的演变，目前

的局势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当务之急是各方保
持必要克制，避免乌克兰现地事态继续恶化甚
至走向失控。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当得到有
效保障，尤其要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四、中方支持和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

克兰危机的外交努力。中方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
尽快举行直接对话谈判。乌克兰问题的演变有着
复杂历史经纬。乌克兰应当成为东西方沟通的桥
梁，而不应沦为大国对抗的前沿。中方也支持欧
方与俄罗斯就欧洲安全问题进行平等对话，最终
形成平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五、中方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应当为解决乌
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要以地区和平稳定
为重，以各国普遍安全为重。安理会采取的行动
应当给紧张局势降温而不是火上浇油，应当有
利于推动外交解决而不是使局势进一步升级。
鉴此，中方历来不赞成安理会决议动辄引用授
权动武和制裁的第七章。

王毅说，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
责任大国，始终忠实履行自身国际义务，为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和平与安全
问题上，中国是纪录最好的大国。我们从未侵略
他国、从不搞代理人战争、从不寻求势力范围、
从不参与军事集团对抗。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将继续
坚定反对一切霸权强权，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

■欧洲委员会25日表示，由于俄罗斯对
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决定从即日起暂停俄罗

斯在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和议会大会中的

代表权，但俄罗斯仍是欧洲委员会成员，也是

包括《欧洲人权公约》在内的欧洲委员会相关

公约缔约国。

冬天，阿普洛朵附近悬崖滴
水成冰，有的像闪着寒光的大刀，
有的像虎视眈眈的擂木。每遇野
狗当道，将孩子们迎来送往，李桂
林半点儿也不敢马虎。

那天晚上雨一直下到天亮，李
桂林一大早就去接3组孩子过河。水流
既浑且急，水声震耳欲聋。李桂林将高
年级学生编成两列，先一列，再一列，手
挽手趟水过河。年龄和个子都还小的
这个办法却不敢用——要是哪一个脚
下不稳或手上松动，“火车”非翻不可。

那天，最后一个抱过河的是木基
尔布。到底人小，李桂林走到沟中央，
低着头的木基尔布看到从老师脚下漂
过的枯枝败叶有如脱缰野马，吓得哭
出了声。李桂林一边安慰他一边往前
走，他却哭得更厉害了。这一来李桂
林不免有些分心，一分心，体力透支的
他脚下就打了滑。身体倾倒的那一瞬
间，李桂林使出全部力气将木基尔布
推向岸边。木基尔布被同学拉到了岸
上，而李桂林摇晃几下，扑通倒在水
中。不幸中的万幸，这时候已经趟过
深水区，李桂林没有被洪水带走。

李桂林出门还是“干鸭子”，回来却成
了“落汤鸡”，听明缘由，陆建芬身子止不住
打抖。抖又不传染，再说我都不抖你抖个
啥，李桂林此话一出，陆建芬才吃了还魂丹
般缓过神。正忙着给他找衣服换呢，李桂
林惊风活扯喊起来：完了完了，出大事了！

看他痛苦万分地两手重叠着压在胸

口，陆建芬心头一沉，咋了？李桂林顾不上
搭话，只一个劲说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神经病！看清李桂林手心是那块戴了
6年的手表，陆建芬又好气又好笑：不就是
几十块的事吗，看你六神无主那样子。李
桂林瞪她一眼：全村就这一块表，要是坏
了，上课下课，上学放学，还不全乱了套！

表没进水，这里倒是进了。陆建芬一
把抢过手表，指指自己的脑袋，又指指床上
衣裳，再不换干的，进去的水就出不来了！

陆建芬那晚很早就上了床，两手按着肚
子，没一点睡觉的意思。李桂林问她是不是
消化不良，陆建芬撇撇嘴，营养不良差不多！

说到营养不良，陆建芬扯出来一段往
事。刚来山上那阵，儿子想吃鸡蛋，陆建芬
买回鸡苗。买回的鸡苗13只，第二天只剩5
只。另外7只被吃了，学校后面就是森林，
就没听说黄鼠狼有安好心的。好日子当然
也有，那是火把节，或者老乡杀了年猪，请
他们过去吃饭。回到家，陆建芬常常要满
满烧上一壶水，把大人孩子衣服里里外外
烫一遍。晚上还好，若是白天，开水变冷之
时，陆建芬没准儿会一阵干呕——水面上
密密漂着一层虱子，虽说都不是活物都不
在身上了，仍让人感到似有一万只小脚在
头上颈上前胸后背胳肢窝里不停蠕动。

47 全村就这一块表

由于铸造青钱是从乾隆五年
（1740）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这五
十多年间，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红楼
梦》一书的写作最早不应早于乾隆
五年。这种推断，表面看来似乎也
不无道理，但仔细想来，这段历史也
说明，所谓青钱，其实只不过是防止有人
破坏当时货币制度的一种特殊钱币。作
者就生活在当时，自然是很清楚的，那么
作者在此处的用意是什么呢？很费解。
《红楼梦》的其他几种版本，如庚辰

本等，上述引文与戚蓼生本是不完全一
样的。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一
百二十回本：“另有表礼二十四端，清钱
五百串，是赏与贾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
中奶娘丫环的。”“外又有清钱三百串，是
赐厨役、优伶、百戏、杂行人等的。”短短
两句话，两个本子互相有出入的字、词，
竟有九处之多。以赏赐的铜钱而论，不
仅数量不同，而且名称也不一致。这里
标明的钱币是“清钱”，而不是“青钱”。

那么，“清钱”又是什么钱呢？
古代的铜钱，多以“串”来计数。一

千枚铜钱，用绳穿起来，叫做一串。在
清朝，官方铸造的铜钱，是按照法定的
重量、成分制造的，所以叫做“制钱”。
制钱体大而重，成色好。在市
场上人们喜欢收用。在民间，
有人为谋取暴利私自铸钱，这
种钱币由于偷工减料，个小而
薄，杂质、沙眼多，人人厌恶。
在市场流通中，一串钱里如果

夹有少量的私铸钱，统称“毛钱”。如果夹
有私铸钱100枚以上的，即10%以上的，叫
做“一九钱”：夹私钱200枚以上的，即20%
以上的，则叫做“二八钱”……如果一串内
全部是制钱，没有夹私铸钱的，叫做“清
钱”。因此，所谓清钱，实质上是指上等成
色、质量好又美观的钱币。
《红楼梦》全书中，提到使用钱币的文

字是很多的，但一般都只是笼统地说多少
串或多少数目的钱，并不指明是什么种类
的钱币。对钱币本身专门加以说明的，只
有两处。一处是第五十三回荣国府元宵
夜宴赏唱戏人时，特地说明用的是“选净
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再一处，就是贾
妃省亲赏给男女仆人的钱是清钱。显然，
曹雪芹在这两处对钱币的特写是有其妙
用的。且论前者，所谓新出局的铜钱，是
表示新从国库提取出来的尚未在市场上
使用过的崭新的钱币。“局”是指清廷负责
铸造钱币的机构宝泉局和宝源局。经过

挑选的、黄澄澄、铮光瓦亮的圆
钱，由仆人们向戏台抛撒，映着华
灯明月、万点金星上下飞舞，有声
有色，豪华壮观，这就更加形象地
烘托了贾府过年时的奢侈排场，
足见作者用心之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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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明正吃早点，刘镇长来电话
了，宝明，这几天你忙啥啦？宝明
说，天天忙得四脚朝天。都忙些啥
呀？刘镇长问。宝明不想说实话，
但又不想欺骗镇长，就说，乱事很
多，主要就是喝酒。刘镇长立马询
问，喝酒？喝啥酒？别人请你？还是你
请别人？宝明笑呵呵地说，是这样，这
不村民搬到楼上住了，心情都很好，按照
老习俗，互相温居，所以这几天酒局多
了。刘镇长严肃起来，我听说这几天，咱
们镇上几个像样的饭店都让楼村人订出
去了。有的人家订不到饭店，就去县城，
甚至去市里的豪华大酒店，人们忙着你
请我，我请你，车轮般转换着请客。但是
别忘了你是支部书记，要把握好原则和
度，不能乱喝酒，喝烂酒，你不制止，还参
与，这样会犯错误的。宝明说，我没乱参
与，只参与了自己家和亲戚家的。

放下电话，宝明心想，这几天有些
昏头了，该拒绝的还真就得拒绝，高兴
也不能无度。正想着，李广清、二侉子
和三驴子过来了。二侉子高声喊，宝
明书记，明天我温锅子，特地邀请你参
加。没别的意思，你不要带任何礼物，
人到了就是你赏我最大的脸。三驴子
说，对，二侉子家温完了，我接着，你得
给面子啊。广清说，我应该排得上吧，
宝明啊，我有两瓶十几年的好酒，到时
候你们都去作陪啊。

宝明说，我谁家也不去，只要大家
生活好，心情好，我就满足了，比喝了

你们的酒还高兴。但经不住三人乱炮齐
轰，宝明说，这样，今天晚上我请客，算是
给你们三家一块儿温居。

温居是楼村祖上传下的一个习俗，来
温居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纷纷送礼，有送
公鸡、大鲤鱼、豆腐、豆芽的，鸡寓意大吉大
利；鱼寓意年年有余粮；豆腐与都富，谐音，
寓意发家致富；豆芽寓意主家在新居生根
发芽。有送桌、椅、板凳的，有送锅、勺子的，
还有送匾联、镜子、茶具等日常生活用品
的，充实一下新房，增进亲朋感情，促进邻
里和睦。所以温居寓意日子红红火火。

宝明下午专门去了趟县城，在一家
字画店给李广清选了一个“家”字，给二
侉子选了个“家和万事兴”，给三驴子选
了个“福”字，都是木框木雕的，很精致。

喝着酒，宝明兴致很高，拿出手机在
网上搜了一下，说，来来来，我给你们念
一段贺词。喜迁新居喜洋洋，福星高照
福满堂。客厅盛满平安，卧室装满健康，

厨房充满美好，阳台洒满好运，就连卫生

间，也是财气逼人，恭贺乔迁新居。

念完了，几个人共同举杯，刚要喝，
宝明手机响了，他低头一看，是李家喜打
来的电话，李家喜说，宝明啊，你快过来，
玉田跟我打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