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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连载

范小青

仙姑村周记

林又红说：“我现在没有资格怀疑
任何人，但是，这举报信到底是怎么回
事，到底工程里有没有什么猫腻，没有
调查就没有资格说话，还是等上面来
查吧。”

小陈说：“哼哼，等他们，不知要等
到猴年马月，这么小个破事，在区纪委
排得上吗，在街道都排不上——”

林又红说：“事情虽小，但总归是
个事情，不可能扔开不管不顾了吧。”

小陈说：“怎么不管不顾，不是叫停
了吗，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结束了——”

林又红道：“那就永远这样停着，
扩建工程合法合理，就这么白做了？”

小陈说：“不过你可别指望他们会
来帮我们搞清事实，还我们清白，我不
是说他们不认真负责，他们手里的大
案要案排满了，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
小小的居委会——”

林又红知道小陈说的是事实，但
如果这就是事实的话，那真的意味着
已经扩建好的办公场所，就永远只能
闲置在那里了。

林又红想了想，问小陈：“你觉得
这举报信，到底和余老师有没有关系，
余老师说的，当初到底占了什么便宜，
有多大的事，一直到现在还解脱不
了？”

小陈说：“这个我真不知道，那时
候我也没来呢，我来了后，也听小金他
们嘀咕过一两次，但都没有说得清的，

说到关键时，总是说，唉，余老师家日子
难过的，就这一句，恐怕也只有老书记知
道——”

林又红不想再听这种似是而非的东
西，站起来就往外走，小陈紧紧追在后
面，说：“林主任，我陪你一起去！”

林又红倒服了她：“你知道我要到哪
里去？”

小陈说：“你要到余老师家去看看
罢。”

林又红说：“你去过？”
小陈说：“没有，我开始来的时候，就

不喜欢余老师，谁愿意到她家去，后来听
说她家有些什么事，我倒是想去看看，可
她又不要我去，她很固执的，我第二次提
的时候，她就跟我翻脸了——”

林又红说：“那我们今天瞒着她去，
她会不会翻脸啊？”

小陈说：“主任，你去，是想为余老师
解决问题的，她怎么也不应该翻脸啊。”

林又红说：“那你先前想去干什么
呢？”

小陈吐了一下舌头，坦白说：“我看
热闹罢。”

两人按照余老师家的地址，找上门，
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位比余老师
年长的妇女，但长得很像，小陈脱口说：

“咦，阿姨，你是余老师的姐姐吧？”
余阿姨身子挡在门口，没有让她们

进去的意思，面色沉重，微微点了一下
头，说：“你们是？”

林又红说：“我们是桂香街居委会
的，是余老师的同事。”

余阿姨更加警觉了，说：“我妹妹不
在家，我今天是临时来帮她一下忙的，不
能随便放你们进来，你们改天和她说好
了，等她在的时候再来吧，这家里除了她
女儿，没有其他人，一般不开门的。”

小陈奇道：“咦，怪了，我们是她的同
事，这位是我们的林主任，你听说过吧，
我们又不是骗子，又不是抢劫犯，防我们

干什么？”
余阿姨不高兴地说：“你们大概是知

道她不在家，有意避开她直接冲过来，想
找点什么把柄的吧，幸亏我妹妹有先见
之明，提前跟我说过，不要放陌生人进
来。”

小陈说：“我们是陌生人吗？”
余阿姨说：“我不认得你们，你们不

就是陌生人吗？”一边说，一边往里退，打
算要关门了。

林又红和小陈眼见着要白跑一趟，

一时也不能硬闯进去，就在这时候，听到
屋里一声非常奇怪的叫喊，哭不像哭，笑
不像笑，余阿姨一听，也顾不得阻挡林又
红和小陈了，赶紧往里跑，林又红和小陈
也一起跟了进去。

林又红万万没有想到，余老师的家，
不仅家徒四壁，余老师的女儿，患的是唐
氏综合症，已经三十多岁了，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进了屋就有一股臭味扑鼻而来。

只见那大孩子哭丧着脸，坐在床上，

两只手张开着朝前伸，手上沾满的竟是
大便，余阿姨“啊呀”了一声：“不好了，小
星，你又把大便拉在身上了——”赶紧过
去，要帮她换干净的衣裤，偏偏小星不肯
配合，扭来扭去地为难余阿姨。

林又红和小陈都惊呆了，愣了半天，
才想起要去帮余阿姨的忙，但是给一个
浑身脏污的病人换裤子这样的事，实在
是让小陈为难，林又红把小陈拉到一边，
自己过去帮着余阿姨把小星搞干净了，
又喂她吃了饭，才算安稳了一点。

余阿姨累得喘了半天，说：“不行了，
不行了，我年纪大了，搞不动了，帮不了
她了——”她看了看林又红。又说：“刚
才说，你是桂香街居委会的主任？你是
主任的话，你怎么不帮帮我妹妹，他们老
书记在的时候，一直关照我妹妹的——”

林又红难过地说：“对不起，对不
起，我完全不知道，余老师也从来没有
说过——”

余阿姨说：“我妹妹太可怜了，生下
这个有病的孩子后，她男人就抛下她们
母女走了，她一个人拖着这么个孩子，这
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林又红和小陈面面相觑，无论如何，
她们也无法开口说自己不知道。

余阿姨又说：“我自己家也碰到难处
了，我儿子媳妇正在打离婚官司，家里乱
成一团糟了，可今天我妹妹说一定要我
帮她照看一下小星，这两天小星又在犯
毛——”

林又红心里十分难过，但也十分不
解，问：“那平时余老师上班，这么忙，是
谁看护小星的呢？是请护工的吗？”

余阿姨说：“哪里有人看护，哪里请
得起护工，就让她一个人呆在家里，给她
弄好一天的吃的东西，小星好的时候，知
道把几顿的东西分开来吃掉，不好的时
候，就一次头全吃完，然后再饿两顿，我
妹妹也没办法，吃的方面这还算好的，拉
的就麻烦了，这几天犯毛，天天往身上
拉，作死人了——”余阿姨实在说不下

去，哭了起来。
林又红简直无法想象余老师的

日子是怎么过的，每天在居委会受
苦受累受委屈，下班回来，就是面对
这样的情形，林又红心里一酸，差一
点掉下眼泪来。

看到余阿姨心神不宁，急着自
己的家事，林又红说：“余阿姨，你先
走吧，这里我们来照看。”

余阿姨千恩万谢地走了。
余阿姨走后，林又红又看了看

小陈说：“这种事情，你无法处理的，
你也走吧，我留下等余老师回来。”

小陈含着眼泪说：“为什么要我
走，我不能做你的帮手吗？”

林又红说：“你一大小姐，你也
会照顾人？”

小陈索性放声哭了起来。
小陈一哭，那小星反而高兴起

来，手舞足蹈地哼哼着，林又红去把
窗户打开，风吹进来，空气好多了，
异味也很快消失了。

林又红这时候才发现，小星睡
的那张床，特别奇怪，不像是外面卖
的床，倒有点像北方的炕，床腿是用
砖头砌起来的，床头床尾的木板也
是特别加厚的，小陈也围着床转了
转，小星看到她们注意到自己的床，
特别兴奋，在床下上蹿下跳，小陈不
由得说：“喔哟，什么样的床才经得
起这么折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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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香 街

本报讯 新北区首届社区公益提案
大赛 8 月 17-18 日在三井街道三井、巢
湖社区举行，围绕社区公共事务，引导居
民自主发现问题、提出方案，推动社区难
点问题自我解决。

三井社区主任徐洪介绍说，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发展，该社区至今已有 9 个
小区，其中8个为新型商品小区，众多的
人口也逐步带来了一些问题。日常中，
有人关注楼道环境脏乱差，有人关注儿
童教育的缺失，有人关注社区年轻人的

心理压力过大，他们尊重并鼓励社区居
民把絮絮叨叨发牢骚变成自己动手解决
这些问题。

新北区民政局对社会治理创新、居
民自治的内容很关注，今年初开始到基
层听老百姓的声音、听社区工作人员的
声音，最终确定了以提案大赛的形式来
开展活动。

在前期进行提案辅导、优化的基础
上，两个社区25份提案，通过筛选最终有
20份经过评审进入比赛环节。今年上半

年，三井社区把翡翠锦园的户外晾衣架全
部拆除了，包括飘窗外的晾衣架，这对低
楼层采光不好的居民来说，很不方便，该
小区退休教师谢金龙提出了“翡翠衣架便
民服务项目”；全职妈妈潘丽华比较关注
亲子阅读，可她发现祖辈带孩子阅读较少
的现象，所以围绕“祖孙共读公益推广”形
成了提案；家住太湖明珠苑的潘伯清老人
则提出想修缮一座“会说话的亭子”，希望
将原先无顶棚的亭子进行修缮和改造，搭
上顶，方便居民择菜、打牌、交谈。

“如果出现安全问题怎么办？”“报名
的孩子比较多会怎么筛选？”比赛现场，评
委们对参赛项目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也有观摩的居民举手提出了一些问题。

据了解，这次提案大赛对评审通过
的项目，有最高不超过5000元的项目扶
持金。针对评选出的优秀提案，社区及
三井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将组成协助
小组，辅导提案人完成提案的实施，计划
到今年年底要完成所有项目实施。

（周瑾亮 施雯）

新北区通过提案大赛了解需求并形成解决方案

社区居民最盼望解决什么问题？

本报讯 昨天，百家墨韵——中国汉
字标准书体作品国内巡展，在刘海粟美术
馆开幕。该展览推广和普及中华汉字和
书写文化，能使人们重新认识汉字之美。

该展览也是 2016 年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的书法类传播交流推广项目。

汉字，是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介质
与载体，不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本身也
有美学价值。从遥远的刻画符号，到甲骨
文，到金文、小篆，到汉代隶书、汉魏行草
书、北魏正书，再到唐代标准汉字正体形
式楷书出现，中国文字从原始象形到逐渐
抽象、符号化，形成抽象线条的组合体小
篆，然后再一步步雕琢字形，形成隶书、草
书、行书、楷书等多元字形风格。甲骨、
篆、隶、楷、行、草的书写，早已演化成艺
术，数千年来涌现出无数书法艺术大家和
令后人膜拜、模仿不断的法书。

本次展览，分为典籍与法书、当代书法
家佳作两大部分。典籍与法书通过展板的
形式，展现上古记忆——甲骨文、钟鼎印象
——金文、大秦气象——篆书（大篆、小
篆）、官隶左书——隶书、标准字体——楷
书、东方抽象——草书、行云流水——行
书、文明之母——雕版印刷体、城市漫步
——现代电脑体等内容，介绍了汉字字
体的发展过程；在当代书法家佳作展出
部分，则选取优秀作品80多幅。

展览由国家艺术基金主办，吉林省
大沃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刘海粟美术
馆等单位承办，将持续至9月5日。

（陈荣春 文/摄）

典籍法书的美学流变让人回味无穷

8月23日—9月5日

中国汉字标准书体作品国内巡展在常展出

本报讯 常州、镇江两市日前联
合发布《关于公布常州国际机场净空
保护区范围和控制要求的通告》，明确
了机场净空保护区范围及禁止行为。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使用日趋广
泛，无人机“黑飞”现象也越发普遍。
据了解，在机场净空区域内外，无人
机“黑飞”极易造成意外，影响民航正
常运行。此前，全国各地发生过多起
无人机影响航班正常起降的情况。

为做好机场净空环境保护，确
保飞行安全，此前常州市、新北区两
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机场
净空保护条例、禁烧令，常州与镇江
联合颁发了机场净空保护相关规
定。此次《通告》的发布，再次对机

场净空范围、禁止行为、相关要求进
行了具体明确。

《通告》指出，常州机场净空保护
区域是指距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5
公里、跑道端外20公里以内的区域。

《通告》明确，对未经批准擅自飞
行、未按批准的飞行计划飞行、不及
时报告或漏报飞行动态、未经批准飞
入空中限制区或空中危险区等违规
飞行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
关、军民航等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予以处罚，造成重大事故或严重
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了解，常州机场净空保护区
域包括丹阳的云阳街道、访仙镇、吕
城镇、导墅镇等区域。 （宋婧）

常州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包括丹阳云阳、访仙、吕城、导墅等

镇江与我市联合发布公告

保护常州机场净空区
无人机升空将受处罚

本报讯 8 月 27 日，知名音乐
人朴树、陈粒将首次来到常州演出，
与学霸乐队鹿先森乐队和《中国好
歌曲》四强项亚蕻一起，亮相中国殷
村青春文艺公社星巢音乐节。

此外，由青春音乐公社30强部
分优秀音乐人/乐队组成的“星巢大
乐团”也将带来他们的原创音乐作
品，涵盖摇滚、流行、嘻哈、民谣、雷
鬼等音乐类型，为音乐爱好者奉献
别样的精彩。

作为殷村职教小镇特色之一，中
国殷村青春文艺公社7月10日在常

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开营，从全国
10 大赛区近 7000 人中海选出来的
数百名青春音乐公社种子选手、青春
美术公社入围学员进入大师培训营，
为期50天。星巢音乐节是青春文艺
公社学员的毕业典礼，也是青春文艺
公社打造的原创品牌音乐节。

据了解，中国殷村青春文艺公
社总投资超过10亿元，主要包括青
春音乐公社、美术公社、动漫公社、
影视公社等8大板块，今年启动了青
春音乐公社、美术公社两大板块。

（陈荣春）

中国殷村青春文艺公社——

星巢音乐节27日举行

又到征兵季。
仙姑村曹家农庄的主人曹习华

日前说，好男儿就该报名参军。
曹习华今年30岁，从小就很想

成为一名军人。2005年，他初中毕
业后，征得父母同意，报名并顺利入
选，成为家里第一个穿上军装的
人。2005 年 12 月，村委和村民敲
锣打鼓欢送曹习华入伍，那一天，他
哭了。“那时候才真的有了要离开家
乡、跟爸妈和乡亲们告别的感觉，又
是自豪，又是伤感。”村委那一天送
给他的钢笔，到现在他还留着。

坐了近17小时火车，18岁的曹
习华来到位于石家庄的边防总队。

现在回想起来，他对 3 个月严
格的新兵集训仍然印象深刻。

“那段时间，正是石家庄最冷的
时候，手背都冻得干裂出血，没有一
块好地方。”曹习华说，除了要学习队
列、射击、擒敌拳等，一日三餐前的负
重5公里是最苦的。每次结束后，根
本没有胃口吃饭。3个月下来，他痩
了12斤，体重跌进了两位数。

在部队，曹习华获得了集体三
等功 1次、个人三等功两次，获评优

秀士兵两次、嘉奖两次。从此，他做
事有毅力了，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

5年后，曹习华退伍。
2012 年 4 月，曹习华租下原仙

姑村委的部分房屋开办农家乐，装
修就花了17万元，其中有部分是务
农的父母给他的。因为起步较晚，
加上聘请厨师开销大，头两年连续
亏本，但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他刻苦钻研厨艺，慢慢建立口
碑。现在，他做的水库鱼头、红烧土
鸡、酱牛头，都成为拿手好菜。由于原
村委房屋要收回另作他用，自今年5
月起，曹习华投入40余万元，将自家
房屋装修改造成新的曹家农庄，可容
纳150人同时就餐，准备下个月开业。

2012 年至今，曹习华有个雷打
不动的“节目”，就是每年 8 月 1 日
邀请全国各地的战友，到仙姑村做
客。每次，他都备上一桌美酒佳肴，
与战友们开心聚会。

今年，仙姑村小伙子童康顺利
通过体检和政审，成为预征新兵。

金坛区人武部副部长印建云告
诉记者，今年金坛的新兵征集任务
是 170 人，预计大学生占比可达
75%。今年，金坛创新性地组织通
过体检和政审的 230 人，自本月 20
日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全封闭集
训，集训结束后，还要淘汰60人。

金峰 高军 陈玉婷

村里的退伍兵

（上接A1版）他们培育出世界上首批不带
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小猪，成功解决异种
器官移植中潜在的异种病毒传播风险。

此外，CRISPR 还被用来寻找和确
认新的药物靶点。专家们还认为，它会
成为现代农业科技中作物育种等方面
的一个重要工具。

3大问题亟待解决

目前，全球有大量研究团队正使用
基因编辑技术推进基因疗法，多个以
CRISPR 技术为基础的初创公司正向临
床应用努力，很多制药巨头也参与进

来。美国再生医学联盟的统计显示，仅
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基因疗法领域投资
超过10亿美元。

基因编辑的发展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人
们的想象。怎样确保这种新技术安全使
用？怎样正确看待相关的伦理问题？怎样
适当监管以引导它负责任而积极地发展？
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全球科学家的大讨论。

在科学上，基因编辑可能会带来一些
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CRISPR发明人
之一、华人科学家张锋团队近日就发表研
究指出，不同个体间存在巨大的遗传变
异，这些变异可能会影响CRISPR的精确

编辑。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朱诺治疗公司
也因数名受试患者脑水肿死亡事件，停止
一项CAR－T疗法的临床试验。

而在伦理上争议较大的是人类胚胎
基因编辑。目前科学界逐渐达成共识，
认为应允许开展相关基础研究，但还不
能扩展到生殖领域的临床应用。而未
来，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可批准早期胚
胎的基因编辑临床试验，但也只限于防
治严重病症。

基因编辑研究和临床试验是新鲜事
物，各国都没有现成的监管经验。英国

《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社论，呼吁基因疗

法等新疗法的审批应该让具有专业知识
的科学家参与。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则
发表一份监管草案，打算把基因编辑分
为3个类别监管，分别是基于体细胞编辑
的人类医学产品、基因编辑植物衍生食
品和动物衍生食品，其中动物的基因组
被修改部分将视为新药接受严格监管。

在这个新兴领域，中国已创造了多
个第一，包括第一个人类胚胎基因编辑
研究、第一个治疗癌症的人体临床试验、
世界首只基因编辑克隆狗、世界首对基
因编辑猴等。相关论文与专利数量居于
国际前茅。但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国
在核心技术的创新以及相关的伦理学和
法律法规监管等方面还应进一步加强。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2 日电 记者
林小春

基因编辑：短期内就将进入临床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