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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奇迹
作者：詹姆斯·赫里欧 翻译：庞启帆

我在街上遇到了安比和
它的女主人墨菲太太。一个
星期不见，安比又胖了，与其
说它是一条狗，还不如说它
是一头毛茸茸的小猪。

看到我，墨菲太太赶紧
说：“布朗先生，见到您真是
太好了。您看安比，一点儿精
神也没有，肯定是营养不良。
所以每天正餐后，我就给它
喂点儿零食。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一些牛蹄冻、麦芽和鱼
肝油，晚上再冲一碗牛奶。”

据我所知，只要想吃，安
比随时都能吃上它喜欢的东
西。除了墨菲太太刚才提到
的，还有涂满肉酱的薄饼干、
软糖、果酱布丁等。这么个吃
法，安比能不胖吗？

我笑了笑说：“您让它多
活动了吗？”

“它经常和我一起散步。
晚饭后，我先生都会和它玩
扔圈游戏。不过我先生这些
天腰痛，所以游戏暂停了。”

我清了清嗓子，用严肃
的语气说：“墨菲太太，如果
您再不狠下心来给它节食，
再不让它多运动，它可真要
生病了。”

果然，还没过一个星期，
墨菲太太的电话就来了：

“哦，布朗先生，安比今天什
么都不吃，连它往日最喜欢
的鲍鱼也不吃了。”

我赶到墨菲太太家时，
安比正躺在一张毯子上喘着
粗气。我知道，安比康复的唯
一办法就是离开主人家，到
我的动物诊所住一段时间。

听了我的话，墨菲太太
差点晕过去。自从安比进家

门后，她就没跟它分开过，她
认为安比如果见不到她，肯
定会非常难过。但为了救安
比，我只能这样做。于是，我
抱起小狗大步向外走，对墨
菲太太的哭声假装没听见。

回到诊所，头两天，我什
么都不给安比吃，只给它喝
水。第二天结束的时候，它开
始对这个新家产生兴趣，第
三天早上，听到其它狗在院
子里欢叫，它也轻轻叫了起
来。我打开门，安比马上跑出
去，闯入了正在玩耍的狗群
中。我很高兴，因为安比虽然
跑不稳，但身上的肉已经掉
了一些。

那天中午给狗狗喂食的
时候，助手像往常一样把狗
食倒进碗里，狗儿们风一般
冲了过来，大口大口吞咽。但
安比只在它们吃完后，舔了
舔空碗。然而，次日，它也像
别的狗一样挤过去吃饭了。
看见它吧唧吧唧吃得飞快，
我高兴极了。

这样，安比就开始康复
了。我没有对它实施任何治
疗，只是让它跟着其它狗打
闹、玩耍。它越来越活泼的样
子让我相信，它在墨菲太太
家从没这么开心过。

这些日子，墨菲太太每
天都往诊所里送新鲜的鸡
蛋、牛奶、葡萄酒。当然，这些
东西都是给安比的。不过，享
用这些东西的不是安比，而
是我和我的助手。

两周后，我给墨菲太太
打了电话，告诉她安比已经
康复，可以出院了。很快，一
辆加长的黑色林肯停在了诊

所前。墨菲太太嘴唇颤抖着
对我说：“哦，布朗先生，我的
小宝贝真的好了吗？您可不
要骗我！”

“是呀，它已经完全康
复，我去把它抱来。”

我来到后院，在那里，一
群狗正在疯跑、打闹。安比正
和一条小黑狗扭作一团。两
周的时间，我没有给它做任
何药物治疗，但它已经完全
变了样：肌肉结实，动作灵
敏，纵跳能力不知比刚来时
强了多少倍。

我抱着它来到外面，安
比见到女主人，猛地挣脱我
的怀抱，欢叫着蹿上墨菲太
太的膝头，一个劲儿地舔她
的脸，墨菲太太激动得直打
哆嗦。

车子启动了，墨菲太太从
车窗探出头来，眼泪汪汪地
说：“布朗先生，真是太感谢您
了！这是一个医学奇迹！”

“我不想去。”我说，泪水又流了下
来。

“你没有选择。”父亲说，“我整个
夏天都要工作，你还这么小，我怎么放
心留你一个人在家？机票已经订好了，
你必须去。”

“不，我就不去。”我喊道，“我都快
14岁了，能照顾好自己。”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我知道自
己赢不了这场争论。妈妈因为癌症刚
刚去世，爸爸决定把我送到匈牙利的
姨妈家度暑假。去年，我和妈妈去过她
家，我与姨妈相处得很好，但我现在迷
茫且孤独，十分想念妈妈，不想自己去
匈牙利。

三天后，我站在了伦敦希思罗机
场的候机室，我还是想逃避这趟旅程。
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布达佩斯。我
的姨妈吉姿·妮尼朝我走来，给了我一
个拥抱。她看上去像是刚刚哭过。我意
识到，尽管她与母亲多年来都不居住
在同一个国家，但她也爱我的母亲。

当我们到了姨妈家，她劝我吃点
儿东西，但我吃不下。我突然哭起来，
姨妈也开始哭。我们两个女人虽然年
龄不同，但都为了与我们感情深厚的
人陷入悲痛中。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晚。昨晚睡
得很不好，镜子中的自己眼睛又红又
肿，使我想躲起来。不过，一阵烘焙糕
点的香味飘进房间，突然间，我觉得很
饿。我轻轻地走进厨房，有些害羞和不
知所措。厨房里摆满了蛋糕和点心，姨
妈还忙着准备，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
所看到的。我母亲也喜欢烹调，但以前
我还从没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

“随便拿吧。”姨妈说。
“谢谢。”我回答，“看起来全都很

好吃。”
姨妈不会说多少英语，我也不太

会讲匈牙利语，但这似乎并不重要。我
冲她笑笑，看了看四周，真是令人惊讶

的早餐。我直奔一块樱桃蛋糕，它还热
乎着呢，香甜极了！我感觉我的食欲回
来了。我吃着的时候，姨妈从冰箱里拿
出几个鸡蛋，正在打散。不一会儿，新
烤的面包就出炉了，上面带着一片片
切得细细的奶酪和火腿。

姨妈年轻时身材非常苗条，但是
结婚后，她喜欢上了烹调，也渐渐发
胖。尽管她是律师，工作忙碌，但她每
天都要用新鲜的食材做饭，她总是要
确保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美食。

与我的预期相反，我在匈牙利的
这个夏天生活得安宁、愉快。

姨妈经常邀请朋友到家里来，我
的生活便围绕着美食和娱乐。每到周
末，姨妈家的晚餐至少是七道菜。她
把酸奶油倒在稠汁炖牛肉上，味道极
好、极特别，姨妈的蛋糕和点心味道
更是一流！因为我爱吃甜点，在她马
拉松式的晚餐上我就得小心地放慢
节奏，以便到最后胃里还能有点空
当。

记忆很深的一件事是，一次晚餐
结束后，姨妈才把甜甜圈端到桌子上。
虽然已经吃饱了，我还是尝了一个。姨
妈则吃了一个，又吃一个，然后再吃一
个，当她停下来时，总共吃了14个甜甜
圈！

暑假结束得很快，我不得不回英
国上学。就像不愿意来匈牙利一样，我
也不想回家了。姨妈用美食与爱治愈
了我的伤痛，帮助我安然度过母亲去
世后最艰难的阶段，我想和她呆在一
起更久一点。不过，我很幸运，后来每
一年的暑假都是和姨妈一起度过的，
直到我二十多岁时。

尽管姨妈已经去世了，但我无论
何时想起她，都会想起甜甜圈、稠汁炖
牛肉和其他所有美味的食物。她在我
需要的时候给了我如此多的爱与安
慰，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热爱美食
也爱我的亲人。

美味的夏天
作者：伊瑞娜·妮斯隆尼 翻译：班超

错 了

就 改

●8月20日A12版《我怕
自己倒在春晚舞台上》按语：

“中国电视艺术节协会”应为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8月22日A27版《“百
灵杯”中国棋手围剿朴廷桓》
第二段：“结束江维杰仅下了
半盘好棋”，“结束”应为“结
果”。

●8月23日A25版《国羽
东莞领走870万奖金》第二栏
第二行国羽队员“田菁”应为

“田卿”。
●8月24日A22版《中国

再次包揽世界大赛四强》第
四栏：“又以完美的收束控制
住局面”，“收束”应为“收
官”。

●8月25日A1版《断桥
疑案》图片说明及A3版《哈
尔滨不满一年新桥垮塌》第
一段：“建成不满一年的哈尔
滨明滩大桥”，“哈尔滨明滩
大桥”应为“哈尔滨阳明滩大
桥”。

●8月25日A9版《5名警
察刑讯逼供赵作海获刑》第
一段“江南开封市”应为“河
南开封市”。

●8月27日A8版《聊城
一饭店用“毒盐”放倒十人》
第一句“冠县斜店乡镇”，句
中“镇”字多余应删除。

(感谢读者潘京华、耿开
升、周而复始、刘志强、刘桂
兰、靳淑红、张召来的批评指
正)

到底多少人

8月26日A14版《如果没
他，这球还真缺滋味》第二段：

“省体育中心现场播报的到场
观众为31896人，但大家普遍
认为现场的人数应该达到了
35000人”，同一场比赛，A13
版《凭什么让滕卡特下课？》则
说：“本场比赛，鲁能主场拥进
了近四万名球迷”。官方公布
31896人，目测35000人，又说
近四万人，有点不知所云了。

读者 周广清
不到现场的读者凭这些

数字很难判断真假。官方公布
的数据比实际入场人数少很
多，因为它没有把凭各种关系
入场的人数统计在内。三万五
千人和近四万人都是估算，省
体育中心可以容纳六万人，从
现场情况看，我认为近四万人
是可信的。 记者 胡建明

此风不可长

8月27日A8版图片新闻
《青岛有了首家宠物殡仪馆》
说：“焚化完成后，工作人员将
宠物的骨灰放于骨灰盒内，主
人可带回家中安置，也可以放
置在殡仪馆。”妥善安置死去
的宠物合情合理，但为此建殡
仪馆之类，有些过分了。许多
人的骨灰都是用海葬来节省
土地，人尚且如此，何况阿猫
阿狗？新鲜事物不一定都要倡
导，此风不可助长。

读者 吴敏
记者就此事再次咨询了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从去
年10月份至今殡仪馆试运营
以来，九成以上的宠物主人选
择将骨灰带回家中纪念，并不
存在占用土地资源的问题。而
且，寄放骨灰时殡仪馆会与宠
物主人签订协议，注明寄放时
间不能超过三年。如果将来殡
仪馆无法容纳大量的宠物骨
灰，就会考虑在经过宠物主人
同意的情况下将骨灰海葬。

记者 刘腾腾

刘成伟：8月21日头版
“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
案一审宣判”的新闻图片，竟
然是电视截图而且放大到很
模糊的状态。就没有别的表
现方式吗？即使用这样的图
片，能不能做一些设计？就这
样放上一张模糊图片，欠妥。

编辑者说：所有报道这
一新闻的国内外媒体，大概
只能用这种从电视上截取
的图片，因为这条新闻没有
其他来源。这条新闻里，读者
大概都很想看到薄谷开来的
画面，如果再做其他设计，人
物形象就更不清楚了。

陶玉山：8月21日A7版
图片新闻《海峡两岸学子齐
国故都蹴鞠》，空旷场地仅
仅有四个身穿古代衣服的
人进行蹴鞠仿古表演，没有
太多的说服力，有夸大之
嫌。

编辑者说：蹴鞠起源于
春秋时期齐国，直到明清时
期，瓷器、木器、绘画、小说
等对此都有记载。搞成夏令
营的形式，让两岸三地的青
少年有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感，创意是很好的。主要还

在于它的象征意义，规模上
不可能太大。

孙小荪：8月22日A3版
《启用“新课标”却用旧教
材》，这真是瞎胡闹啊。教育
局明明知道今年要启用新
课标，却疏于安排，还百般
推责。借用崔兄的话：不努
力，不作为，不要脸。

编辑者说：语文、思想
品德、历史课程，新旧教材
的差别不会太大，应该不至
于影响学生对基本知识的
把握。但是，学生、老师和家
长在心理上可能会受些影
响，当然还是新课标、新课
本同步最好。

吴敏：8月20日A7版
《1 7岁小伙泰山玉皇顶跳
下》第一段说：“18日下午，因
为与同学发生争吵，一名17
岁小伙从泰山玉皇顶附近跳
崖。”但最后一段又说：“18日
中午，李某和同学发生争吵，
一时想不开跳下悬崖。”先说
是下午，后说是中午，其实中
午、下午有区别。一般中午指
11至13点，过了13点为下午。
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的时间
为14点，说明李某跳崖时已

过13点，确实是下午。
编辑者说：细节疏忽，

实为差错。
吕允山：8月27日A20

版《别光指望三外援》，第一
段“阿巴斯的效用立竿见
影，俱乐部冲击季后赛成
功，他将不复存在。”让人读
了不知所云，将整版的报道
看完后才明白作者想表达
的意思。原来是根据篮协规
定，作为亚洲外援只能加入
非季后赛的球队，一旦黄金
男篮进入季后赛，阿巴斯明
年将会离队。新闻报道应当
简洁明了，一读即懂。

编辑者说：记者自己心
里很明白的事，似乎可以粗
略交代，但读者对此却并不
明白。所以记者写稿的时
候，首先还是要从读者角度
考虑。新闻稿件毕竟是给读
者看而不是给自己看的。

张召来：8月25日A6版
《70万汇错账户又被冻结转
移》第三栏“青州市法院判
决新宁宏返还易达公司不
当得利70万元”一句表述欠
清晰：不当得利者明明是新
宁宏公司，受害者是易达，

但阅读时总感觉不当得利
者是易达。根据文意和图
解，是否应该这样表述：“青
州市法院判决新宁宏将其
不当得利70万元返还给易
达”。

编辑者说：言之有理。
这段话可能是判决书原文，
在表意上有歧义。如下这样
改是否虚词更少：青州市法
院判决新宁宏向易达公司
返还不当得利70万元。

刘学英：8月24日B3版
《失而复得》，文中第三段这
样表述：“接下来的33年里，
每一个9月3日，我都会暗自
咀嚼着自己的伤心，哀悼着
我无缘的儿子”。句中的“哀
悼”用词不当。虽然儿子一出
生就被“我”送了人，但毕竟
还活在世上，只是母子无缘
相见，“哀悼”应改为“思念”。

编辑者说：此处用“思
念”准确而清晰。之所以用

“哀悼”一词，大概是想强调
作为母亲的一种绝望和痛
苦。儿子虽然还活着，但永
远的别离与阴阳相隔无异，
所以此处用“哀悼”二字，反
而比较精彩。

评报员之窗

男女有别

虽然是公厕，男女比例却
出现严重失调。女厕排着长
队，男厕则从容不迫不见人
影，这也太不平等了吧？

拍客 孙守利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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