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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欧洲领导人的苦口婆心，美国
毅然退出伊核协议。作为亲密盟友，欧
洲各国脸上无光。紧接着，美国开始了针
对伊朗的单边制裁。作为过去两年来对
伊朗投资贸易活跃的一方，欧洲的切身利
益受到了直接威胁。以色列与伊朗之间
的浓郁的火药味让中东局势堪忧，备受难
民与恐袭侵扰的欧洲更是忧心忡忡。

美国任性“退群”，欧洲显然很“受
伤”。为了维持伊核协议，欧洲领导人开
始了奔走忙碌。这一次，欧洲能取得怎
样的效果呢？

美国制裁 欧洲受伤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后，美国财政部就宣布自即日起美国所
有企业和个人不得与伊朗发生商业往
来，签署任何新的商业合同，但承诺将给
予 90至 180天的过渡时间让相关公司对
已有业务做善后工作。

5月10日，美国宣布对6名伊朗人和3
家企业实施制裁，称他们向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的精锐部队圣城军输送大量资金。

“美方对伊朗的制裁主要以欧洲企
业为目标，几乎不会影响美国企业。”欧洲
联盟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
瑞典前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 5月 9日在

推特上留言称，美方的决定伤及欧洲。
美国的决定引来欧洲一片批评声。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外长 10日在勒德里
昂表示，“无法接受”美国要求欧洲企业
在 6个月内停止与伊朗进行生意往来，

“欧洲人不该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付出
代价”。他还表示，欧洲需要加强合作和
战略自主权，应当在美欧同盟关系内拥
有独立行动的能力。

核心利益 努力维持

欧洲正努力维持伊核协议。
“欧洲对伊核协议非常重视。”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
接受采访时指出，“第一，长达 10年谈判
达成的伊核协议在欧洲看来是其多边外
交的极大成功，而美国退出伤害了这一
成果以及欧洲的形象。第二，美国对伊
朗的单边制裁将极大打击欧洲经济。近
两年，欧洲在伊朗的投资和发展很快，美
国的制裁不可避免会带来负面影响，甚
至会影响欧洲的经济复苏。第三，在很
大程度上，伊核协议被欧洲认为是近两
年中东相对稳定的基石。协议如果被撕
毁可能导致新一轮中东冲突，结果是欧
洲遭受的难民和恐袭威胁会进一步上
升，这和欧洲利益严重冲突。”

特朗普和美国财政部在
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宣布之
后表示，将对伊朗实施经济制
裁，措施包括处罚继续与伊朗
开展业务的西方公司和银
行。欧洲外交和贸易领域人
士预计，受此影响，欧洲一些
企业与伊朗方面所签数以十
亿美元的一批商业合同面临
厄运。

扎心一课 外交独立

英法德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将
继续留在伊核协议内，并“决心确保”协
议得到落实。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
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后致电伊朗总统鲁哈
尼，表示继续支持伊核协议。11日，默克
尔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强调要
努力维持伊核协议，阻止中东紧张局势
升级。接下来，默克尔还将奔赴索契。

欧洲能救活伊核协议吗？美国媒体
表示很悲观。“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
核协议之前，欧洲领导人接连出访美国，
希望能改变特朗普本人和参与决策重要
人物的想法，但是，显然效果不好。”崔洪
建说，“对于美国，欧洲的确没有太多的

‘牌’可以打。接下来，欧洲努力的重点

一方面是在美国扩大影响范围，希望接
下来的美国中期选举能使特朗普在国会
得到制衡；另一方面还是需要做伊朗以
及其他协议签署国的工作。”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给欧洲上了一
课。”崔洪建说，“让他们对所谓传统跨大
西洋盟友关系产生怀疑。此前，无论是
气候还是贸易问题，美欧已经产生分歧，
这一次，裂痕更深了，将进一步刺激欧洲
重新思考美欧关系。不过，欧洲始终心
存侥幸，把特朗普与美国进行切割，希望
一旦特朗普在国内受到更多限制后，美
欧关系能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

无论如何，崔洪建认为，接下来，在
维护伊核协议上，欧洲外交上的独立性
会有更多呈现。 □ 许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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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因为一个词而心动：
轻欢。轻欢，而不是清欢。苏
轼说，人生有味是清欢，清欢
指的是清淡的欢愉，那种味道
很难言传，应该是人生历练后
的彻悟，是繁华落尽、洗尽铅
华之后的淡然，把人生看透看
淡而心生欢愉，这个词有点深
奥有点悬妙。

而轻欢就不同了。我以
为，轻欢的轻，指的是轻快、轻
盈、轻灵、轻松，是微微动起来
的感觉；轻欢的欢，指的是欢
乐、欢快、也是动态的。清欢，
是内心的感受；轻欢，是外在
的表现。轻欢，轻快地动起
来，欢乐地生活。相比较而言，轻欢是直接的，可
看可感的，带有感染力。它不故作高深，也不肤浅
庸俗，比小资多了几分烟火气，比俗世多了几分诗
意，实在是让人欢喜。而且这种欢喜，深浅正好，
没有大喜大悲，就是心上跳跃着的小欢喜，不会让
人心花怒放，只是轻轻的，心动了一下，暗香浮动
恰恰好。

如果能够在苍茫浮世中，寻找并保留一种轻
欢的状态，真是人生之幸。

那天我们三个人去一个朋友家做客，谈笑中，
她忽然来了兴致，要为我们唱一段黄梅戏。她喜
欢黄梅戏多年，是资深票友，说黄梅戏是她生活中
的锦缎，让她的人生舞动出生动斑斓的色彩。

朋友换上戏服，唱起了《女驸马》的经典唱
段。她轻舞衣袖，举手投足间灵气毕现。她的唱
腔婉转动人，动作轻盈灵动，真是妙极了。看着
朋友陶醉在自己喜欢的戏曲中，那么幸福和愉
悦，我也觉得心上有一只轻盈跳跃的小鹿，很
欢悦。朋友唱完，我们鼓掌，她给我们讲这个
唱段的特点，我们听得饶有兴致，还谈了自己
的感受。

有人唱，有人听，有展示，有欣赏，彼此理解，
还能和谐互动，创设出非常美好的氛围。

想想我们几个人，平日里忙忙碌碌，忙着在职
场中与自己、与别人打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
忙着在柴米油盐中把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诠释
得无可挑剔。有的时候，生活中的琐碎和烦恼会
消磨人的灵气，如果你沦陷其中，就会变得暮气沉
沉。不过还好，我们懂得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那
点点轻欢。

轻欢，就是轻轻敲破沉闷的鼓声，让生活有了
节奏感，有了动起来的活力；轻欢，就是要轻轻动
起来，走起来，让生活的静水变成清浅的流水。流
水不腐，户枢不蠹，生活生动起来，就能收获更多
的小确幸，从而丰富生活，让生命更加有质感。

轻欢，是我们必须要保持的状态。不要离群
索居，不要孤家寡人，这不过是你不愿改变现
状、不愿接纳多姿多彩生活的借口。生活最慷
慨，赐予我们广阔而丰饶的天地，何必做一只困

在井底的青蛙？
让生命起舞，给生活注入活力，活

出轻欢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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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村庄是收敛了羽毛的鸟，安静地
栖息在大地上，迎接着雨点或温柔，或狂烈
的问候。雨水，其实是天空与大地对话的
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老屋的瓦懂得，但它
不与人说，它只与雨点交谈。

我在乡村的瓦下居住时，喜欢偷听这
种交谈。搬个板凳，靠着墙，坐在屋檐
下，听头顶雨点在瓦上敲打，似敲、如
弹。有时仿佛有一匹马，正哒哒地穿越悠
长的青石板巷子；有时又仿佛千军万马呼
隆隆踏过……

雨水顺着瓦流下来，在檐下流成一道

瀑布，或者说，是织成一道透明的雨帘。
透过这瀑布、这雨帘，看对面房屋上，雨
点在瓦上溅开一朵朵水花。那是雨点在
瓦上的舞蹈。每一朵雨花，都是雨水旋
转起来的裙摆。
这时候，不需要说话，任何的语言都是

多余的，雨水已经把你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了，你只需倾听就是了。倾听雨水，也是倾
听自己的内心。

雨中的青瓦更加幽青。这是湿漉漉的
一种青。经常出现在国画上的一种青，诗
情画意的一种青。这种幽青仿佛来自遥远
的古代，穿越一场场雨，只为与你的目光邂
逅，抚慰你在尘世里的那颗浮躁的心灵。

在雨中，羽毛是喜鹊的蓑衣，而瓦，是
房屋的蓑衣。如果你在瓦下，要离开老屋

到雨中去，最好也披上蓑衣——如果你有
的话，当然这种有的几率并不多——不穿
雨衣、不打伞，工业化的气息会冲淡那种古
朴悠远的韵味。

瓦是乡村的底片，是乡村生活的记录
者。瓦记录一场场雨，每一场雨都会在它
身上留下印记。它还记录雨中瓦下人们的
生活，有许多事都在雨中发生。

雨把一家人聚在瓦下。下雨天是休息
天，做工的不用去了，下田的也不用去了，
如果雨实在大，上学的也不用去了，一家人
在瓦下，听着雨声，说说话。这时候父母对
一个孩子说的话，瓦会替这个孩子记得，等
这个孩子长大了，离开村庄，多年后回到村
子来，如果老屋还在，当他仰头时，瓦就会
将父母当年的话告诉他。

瓦，从来都是温情的叙述者和转达者。
在雨中，如果你走到足够高的地方，俯

望村庄，你会觉得村庄其实是一位静坐的
老翁，披着瓦的蓑衣，沐浴着时光风雨。

当村庄的老屋在后来的日子里纷纷
倒下，新屋渐起，一切面目全非时，如果
你从遥远的地方回来，幸运地找到一片
残存的瓦砾，把它捧在手上，你一定能感
觉到岁月留在瓦上的温度，分辨出时光刻
下的纹路。

这时候，当年的一场场雨就会一直在
你心中下，下，下……一直到心里装不下
了，涌到眼里，化作泪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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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下午，阳光煞白地照在书店门前
的地砖上，恹恹无力。隔了老远，我就看到
书店门前围了一群人，有凄婉的琴声飘出，
凭我对琴的熟悉，我听出来是二人的合奏，
一把中胡、一把二胡。

琴技只是一般，可是琴声分明诉说着
一种坎坷、一种磨难，如泣在喉，让人心中
油然升起一种怜惜之情。我一向是不爱看
热闹的，可是这样的琴声不容我的脚步停
留在原地。

人群中，一男一女正在扶琴
低唱。这是两个残疾的中年人，
男的几乎看不出下半身的腿脚，
身子团在一把自带的竹椅上，女
的手脚倒是好好的，可是双目却
木然地迎向渺茫的天空，看得出
来，她是一个双目失明者，布满风
霜的额上飘着一绺散开的白发。
这种揪心的情景，我常常不敢多
看一眼，因为我生怕一不小心会
给苦命挣扎的人再增加哪怕一丝
的痛苦。

然而，他们似乎早已习惯了
人们的围观，并不在意耳边的议
论。仍然卖力地将琴声倾诉给路人，力求
博取三五个硬币，权解一日的饥馋。照例
没有多少人弯腰，他们面前的搪瓷缸子里
偶尔会响起的一两声叮铛，就像蹩进去的
阳光一样苍白而无力。

琴声暗哑，中胡突然断了。
我看到两个小女孩将5角的硬币投进

了搪瓷缸子，正是那微弱的声响打断了琴

声。我看见那双一直望向漫漫天空的眼
里，不再黯淡无光，分明现出了一丝感激。
接着琴声再次响起，这次是支较为欢快的
曲子，可以肯定，这对中年男女是在为小女
孩祝福。

我瞅了个空，掏出10元钱轻轻地放在
搪瓷缸里，转身离去。

我知道，我只是在安慰自己的良心。
我的思想还没达到扶困济危的高度，有的
只是一种叹惋，一种痛惜，一种内心深处涌
起的莫名的哀怨，一种对街头琴声千百年
回环的思考。

也是小巷，也是一把二胡，
响在无锡的街头。从 27岁起
就双目失明的阿炳被雷尊殿赶
出山门。从此，阿炳就肩搭云
板，手执胡琴，一袭青衫，一路
长歌将人生的苦难细细地揉进
琴弦，演绎成音乐的极致。可
是又有谁知道在《二泉映月》的
辉煌背后，阿炳遭遇的生活细
节又何尝不是眼前的境况？

多少个风雨的黄昏，就像
眼前的中年男女，瞎子依着跛
子，用一根竹杖“嗒嗒”地敲碎
街头的每一寸路面，也敲击着
人们的灵魂。我想，他们的饭

碗里，一定是将一分分的硬币掰成了碎末，
然后和着如血的残阳一口口咽下的。

就在我栖居的小城，也有一排算命卜
卦的摊子，也总有胡琴悠悠地响起，传达出
一种同样的表情和心声。烈日寒天，他们
没有过一刻的懈怠，胡琴成了他们招揽顾
客的独特方式，在满街的时尚音乐中生生
地拉出一个凄婉的音符。

如果说窗是老房的眼睛，那么燕子就
是眉间的一点灵动。这一点灵动就像美
人眉间的那颗朱砂痣，尽管光阴把吹弹可
破的青春划得千沟万壑，美丽已然模糊，
但这颗痣依旧清晰。所以，每每推开窗
子，总想抬眼去望一望屋檐之下，那里燕
影是否还在，燕语是否呢喃。

想起小时候住在泥草房的岁月，几乎
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有一处或几处燕
巢。春光明媚，燕子从遥远的南方飞回来，
选址、衔泥、筑巢、安家，把对季节的热爱筑
在了时空中的一隅。板杖柳篱、泥墙草盖，
光阴在无尘的风中随意展开、晴空如洗，抑
或小雨微微、绿柳盈盈，推开窗子，呢喃燕
语里，一阙轻盈的春夏之曲清扬婉转。

那时为了冬季取暖，很多人家都是南
炕，临窗而建。一盘大炕给小孩子登上窗
台，静静凝望檐下燕子搭建了高台。小孩
子常常站在窗台上，看乳燕的脑袋探出巢
来，叽叽喳喳。黑色的背，还未褪去的黄
嘴丫子，远远望见母亲归来，伸出一排小
脑袋。一只燕子飞回，乳燕张开黄嘴，紫
燕盘旋一周，乳燕得食，其他继续鸣叫。

每个清晨，温柔的阳光平铺在炕上，
燕语窃窃，温柔地推开窗子，惊觉了一床
的梦影。每个明月当空抑或繁星满天的
夜晚，归巢的燕儿又相伴于温柔的枕畔，
缤纷了你的梦境。只是到了秋天，它们飞
离北方，带走相思，衔落了无尽的思念，空
空巢穴留下的是相望一冬的等待。

燕子如此，难道我们不也这样吗？只
是那些年，我们守在故土，它们是候鸟，我
们在时光的罅隙里数尽相思，等燕归来。
它们不仅慰藉了我们等了一个季节的思
念，还带来了无限明媚的春天。而若干年
以后，我们带着父母的牵挂远行，漂泊在
外也跟它们一样，成了候鸟，家乡的亲人
也像等燕归来一般，一次次守望着我们的
回归。

一次，我们一帮人到城郊的一家农户
朋友家做客，坐在他家的小院里闲聊。傍
晚的阳光斜照、微风吹拂，塑窗玻璃返景
天边的云霞，黄昏的小院温柔而宁静。细
草春泥，几个燕窝斜倚在檐下窗上，抬眼
望见一处熟悉的灵动，正是这一点灵动，
勾起了无尽的乡情。

飞燕，飞燕，飞来一段往事；呢喃，呢
喃，呢喃一段乡思。

凡人生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欧洲能挽留住伊核协议吗欧洲能挽留住伊核协议吗欧洲能挽留住伊核协议吗？？？

相物语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国际劳工组织5月14日发布报告说，如果各国制定适
当政策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到2030年，绿色经济将为全球
创造2400万个就业机会。

这份名为《2018年全球就业和社会展望：绿色就业》的
报告指出，能源领域的绿色发展，包括改变能源结构、促进
电动汽车使用和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效率等做法将创造新
的就业机会。同时，针对空气、水、土壤等采取的生态保护
措施也将有助于维持农业、渔业、林业和旅游业等行业的
就业稳定。

报告说，如果在能源生产和使用中采取“绿色”措施，
美洲、亚太地区以及欧洲到 2030年将分别增加约 300万、
1400万和200万个就业岗位。

同时，报告呼吁各国采取紧急行动，为人们提供绿色
经济转型所需的技能，以防止绿色经济转型引发再就业
难、贫困等社会问题。 □ 凌馨

自从4月以来，美国东部8州及科罗拉多共有35人因
为感染沙门氏菌而生病。美国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表示，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疫情缓和。

据报道，所有感染病例都可追踪到北卡罗莱纳州同一
家养鸡场受污染的鸡蛋。那些鸡蛋在全美各地从沃尔玛
商场到华夫饼屋的商家和餐馆出售。目前，由印第安纳玫
瑰园农场经营的那家养鸡场已召回2.07亿个鸡蛋。

沙门氏菌感染通常在接触肠炎沙门氏菌一两天内，出
现胃痉挛、腹泻和高烧。除了免疫力较弱的儿童和老人之
外，沙门氏菌感染通常没有生命威胁。 □ 张樵苏

美国沙门氏菌疫情致35人生病
2亿多个鸡蛋被召回

美国总统特朗普 5月10日宣布，他
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会晤。这次“历史性”会晤的时
间和地点都定下来了，那么两国领导人
商议的重点议题有哪些呢？

半岛无核化
半岛无核化无疑将是此次朝美领导

人会晤的焦点。
上月底举行朝韩首脑会谈期间签署

的《板门店宣言》明确了朝韩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分析认为，此次
朝美领导人会晤，将谈到实现无核化的
细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5月11日
接受韩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美
朝在主要议题无核化及其落实方案上仍
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双方仍存在差距。

有韩国媒体分析认为，目前朝鲜强调的
是“分阶段、同步无核化”原则，而美国提
出“毫不拖延地”实现“永久、可验证、不
可逆”的无核化。预计双方将就无核化
问题展开外交博弈。

停战协定转和平协定
朝鲜战争 1953年停火后，交战双方

签署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而非和平协
定，因此理论上战争还未结束。朝鲜一
直希望与美国签订和平协定，但美国认
为必须先解决朝核问题，才能开始谈签
订和平协定。

在《板门店宣言》中，朝韩提出了双
方的愿望：将争取在年内把朝鲜战争
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构建永久
巩固的和平机制。据韩联社报道，韩
国总统文在寅将于 5月 22日访问华盛

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就朝美会谈议题进行最终协调。除了
半岛无核化，宣布半岛结束战争状
态、构建永久和平机制等预计也将成
为重要议题。

辽宁社科院研究院研究员吕超接受
采访时表示，朝韩首脑会晤已经宣布结
束南北敌对状态，停战协定转为和平协
定自然会提到日程上。若能签署和平协
定，朝鲜半岛将正式结束战争状态，这将
为半岛争取和平的环境，对朝韩来说都
非常重要。

朝鲜“市场开放”
今年 4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七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布，朝鲜
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
除此之外，朝鲜的另一个决定也备受关
注——将集中全力发展经济。这或许引

起了美方的注意。
美国前中将、锡拉丘兹大学教授穆

里特表示，朝鲜近来与各方的外交接触
显示，朝鲜将回归亚洲大家庭。从经济
角度来说，朝鲜或将敞开国门与很多国
家建立经济联系。

吕超表示，朝鲜是资源出口型国家，
要大力发展经济，自然而然会面向世界
开拓更多市场，美国也有可能对进入朝
鲜市场感兴趣。不过，一切都是以朝美
首先就无核化达成一致为前提。而且朝
鲜目前正因此前的核导活动受到联合国
制裁，朝鲜主要出口换汇产品几乎全被
明文禁止，出口贸易基本处于停滞状
态。吕超认为，此次朝鲜很有可能会向
美国提出取消制裁问题，此外，朝美建
立外交关系也有可能搬上谈判桌。

□ 姚丽娟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针对5月10日我国10名游
客在泰国芭堤雅旅游期间遭遇“黑导游”恐吓、逼迫购物无
法忍受、深夜“大逃亡”的事件，文化和旅游部高度重视。目
前，根据我方提供线索，涉事的“黑导游”李某已被泰国警方
逮捕，一同被逮捕的还有相关旅行社两位泰籍负责人。

为切实保障我国游客合法权益，下一步，文化和旅游
部将进一步拓展旅游市场监管国际合作，加强与相关国家
的旅游信息共享共通，联合整治出境旅游市场秩序，实现
境内境外、组团社与地接社、目的国与客源国同步查处不
法行为，切实维护我游客的合法权益。 □ 王莹

中泰联合查处
“黑导游”恐吓强迫中国游客购物事件

绿色经济将为全球创造就业机会
国际劳工组织

特朗普金正恩首次会面要谈啥

55月月1111日日，，数千伊朗民众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千伊朗民众在首都德黑兰举行
示威活动示威活动，，抗议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抗议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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