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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5月初刚果（金）宣布在西北
部省份发现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后，确
诊病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已上
升至超过 30例。世界卫生组织高度
重视本轮疫情，称虽然疫情扩散仍具
有高风险，但疫情有望得到控制。

疫情扩散风险潜存

据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截至 5月
24日，刚果（金）已报告54例病例，其
中35例已确诊，死亡23人。

但有不同消息渠道称，由于部分
情况下不具备检测条件，刚果（金）实
际患者人数超过上述数字。

此次疫区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
对医疗救护人员进入疫区造成阻
碍。作为西北部地区的陆海空交通
枢纽，姆班达卡具有百万人口规模，

且与邻国刚果（布）仅一河之隔，该地
区出现确诊病例表明，本次疫情仍需
警惕防范。

部分患者不配合医治也构成疫
情继续扩散的潜在风险：两名确诊患
者擅自离开隔离中心逃回家中后均
不治身亡。前往疫区协助控制疫情
的无国界医生组织近期报告了数起
患者擅自离开事件，医护人员努力尝
试说服患者继续接受治疗。

金沙萨大学医学专家卡邦巴说，
为死者清洗遗体等当地习俗也增加
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刚果（金）卫生部部长奥利·伊伦
加·卡伦加表示，有关部门仍需加强
普及埃博拉病毒传染性强、致死率高
等知识，阻断疫情的传播渠道。本次
疫情出现医护人员受感染，也引发当
局担忧。

世卫评价谨慎乐观

刚果（金）卫生部 5月 21日在
世卫组织等机构协助下开始在赤道
省启动首轮疫苗接种。本次接种的
疫苗名为 rVSV－ZEBOV，是当前主
要的埃博拉试验性疫苗，多项临床
试验显示它能有效预防埃博拉病毒
感染，且较为安全。

在此前的埃博拉疫情中，人们
主要采取隔离等方式遏制病毒扩
散，大规模接种疫苗还是首次。世
卫组织副总干事彼得·萨拉马表示，
这是应对埃博拉的一个转折点。

但萨拉马指出，目前大范围疫
苗接种仍面临困难。部分疫区地处
偏远不易进入，且这些地区没有持
续电力供应。目前埃博拉疫苗只能

空运到这些地区，并需要储存在零
下80摄氏度至零下60摄氏度的低温
环境中，这给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
的后勤挑战。

世卫组织此前已将埃博拉病毒
对刚果（金）公众健康的风险级别
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对周边
国家和地区的风险级别从“中等”
提升到“高”，但针对全球的“低”
风险级别维持不变。世卫组织目前
不建议因疫情而采取任何旅行或贸
易限制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
日表示，鉴于世卫组织及时采取应
对措施，因此从目前来看，应对本
次疫情的前景还是较为乐观的，类
似 2014年西非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
情况应该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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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和师傅的办公桌是面
对面的。

进厂刚三天时，师傅便
给峰介绍了对象，见了几次
面后，峰收到萍的信，说她
母亲想到峰的老家看看。峰
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父
亲在十年前就去世了；母亲
大字不识几个，不会说话；
家里很穷，房子破烂不堪，
老人看了，作何感想？但又
不好拒绝。

七月流火，蓝天白云，终
南山像一幅壮丽的画卷，远
远地挂在天边。老人一踏上
峰家乡的土地，就不断地赞
叹这里地平，水利设
施齐全，庄稼长得
好。峰也不失时机地
给老人介绍家乡的历
史，尤其讲了村名得
来的典故。

峰母亲在家等着
亲家。亲家相见，峰
母亲高兴地说几句客
气话，就忙着烧水做
饭去了。老人打量着
这里的一切：三间宽
的庄基中，靠西边有
三间简陋的瓦房，两
间住人，一间放杂货，
院子一角还有一小间
厨房，峰母正在里面
忙碌。

峰手忙脚乱地给
老人倒茶。萍瞪着一
双水汪汪的眼睛，好
奇地东张西望。晚
上，老人凑合着在峰
家里休息了一夜……

腊月的一天，老人忽然来
单位找峰。峰不知就里，心里
惴惴不安。老人笑眯眯地说：

“二十五六的人了，考虑没考
虑结婚？”峰吃惊地看着老
人。老人见峰没理解，就直接
把话挑明：“我想让你俩春节
办婚事。”

峰想着自己一个月四十
二块钱工资，一年来，除过花
销，所剩无几，怎么结婚？父
亲去世早，姊妹四个就靠母亲
一人支撑着家。再说，一个二
十多岁的小伙子，问母亲要
钱，能张开嘴吗？老人看出峰
的顾虑，成竹在胸地提出解决
方案：“如果你同意，回去就给
你妈说，你在单位结过婚了，
回家只是简单的办两桌酒席，
答谢亲朋。”峰恍然大悟，善意
的谎言，两家都不操办，不就
省钱了。

看着如此贤明的老人，峰
眼里流出了愧疚的眼泪。

回到办公室，峰把这一喜
讯告诉了师傅，师傅笑着说：

“你真有福！”随即找后勤科长，
软磨硬泡了三天，总算在单身
一楼，给峰要了一间房子。

峰心里还在作难，满打满
算，身上只有一百多元。萍知
道情况后，慷慨地说：“我工作
时间比你长，工资也比你高，
父母又不问我要钱，这几年上
班，攒了些钱，你的新衣服，由
我置办。”

峰的心放下了。
星期日，峰急急忙忙地回

家，把这一喜讯告知了母亲。
母亲激动得一夜都没合眼。

“总得张罗几桌饭，招待
招待亲朋吧。”母亲拿出
压在箱底的五十块钱，
硬塞给峰，让第二天去
镇上割些肉买些菜。

正月初六，峰在老
家待完亲朋，正月初七
一大早，背着母亲做的
两床被子和萍搭汽车、
坐火车，在太阳落山的
时候，回到了岳母家。

新女婿上门，岳母
高兴地跑前跑后张罗饭
菜。吃完饭，已是晚上
九点多。岳母知道峰的
情况，提前已把小夫妻
的日用品准备好了。岳
父把自己的自行车收拾
得利利索索，岳母帮岳
父把被子、褥子、盆、电
壶等能拿的东西全绑在
自行车上。车子无法骑
了，小两口只能推着车
子，步行回单位。劳累

了一天，俩人躺床上很快就进
入了梦乡。

没有抱怨，没有过多的想
法，两个年轻人的简单生活，
从这间房子开始。

……
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
夕阳西下，已经退休的峰

和萍在公园里散步。峰望着
天空，像是想起了什么，自言
自语地说：“你妈确实好，不是
你妈，咱俩不会走到一块。”萍
接住话茬:“我妈深明大义，一
辈子都为别人着想。”峰接着
说：“咱们结婚的时候太简单
了，实在对不住你。”说完，愧
疚地低下了头。萍的眼圈红
了：“这有什么，那个年代，年
轻人结婚都很简单。”

俩人说完，手挽着手，向
公园一角的玫瑰园走去。

两只花喜鹊，喳喳叫着从
他们头顶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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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阔别多年的好友忽然在星
期天的早晨打电话给我，还没等我听
出她是谁，她就问我家怎么走，我没
顾上回答她的问题，只是在记忆中迅
速搜索她是哪一位，在她的问候声中
我突然反应过来她应该是我思念已久
的好友时，我立即详细地告诉她如何
走到我家、我在家等她、路上要小心
之类的话。

放下电话我就连忙拖着高烧 39度
的身体，收拾凌乱的屋子，准备丰盛的
午餐，心想一定要好好招待一下远道而
来的朋友。结果菜洗好了、切好了，等
到下午两点才见她姗姗而来，并且在出
差的单位食堂已经吃过午饭。心中轻
松了一下又觉得那么远来不吃饭不合

适，便不自在起来，连忙说那过两天再
尽地主之宜请她吃饭，好友见我一身不
自在，直笑我俗气，说几年没见咋变得
那么老于世故，好像不吃一顿饭就不是
朋友了一样，并说好不容易碰到了一起
就别客套了，好好聊聊。我看她还是那

快人快语的老样子，心里暖洋洋的，刚
开始那点不自在早已烟消云散。那天，
我们清茶一杯，吃着水果，嗑着瓜子一
直聊到晚上，我的身体也不再那么沉
重，病似乎一下子也好了许多。

送走朋友，我高兴的心情几天不能
平静。高兴之余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
几乎和我无话不谈的好友，她和我住
的并不太远，前几年还时不时聚聚，
海阔天空地谈为人处事、谈工作困
惑、谈婚姻家庭，甚为投机。可是近
两年她突然忙了起来，忙生意忙应
酬，好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也是来
去匆匆。有几次她突然出现在我面
前，可是没等三句话说完，她就说有
事要走。顾不上寒暄、顾不上问候，

办完事她就走了，好像总有干不完的
事情，使我不由自主联想起那句“时
间就是金钱”。

这样相见的次数并不少，却没有
认真地说过几句话，因为她每次都有
很重要或必须办的事情，我知道她不
是来看我，只是有事，就只好将想要
说的话又咽了回去。我只有偷偷地笑
我自己太多情，笑我自己安于现状还
抱怨别人忙，心中有些酸楚，因此等
再见她时，平常能滔滔不绝的我竟再
说不出一句得体的话，甚至不知道该
如何问候，好几次我都想对她说却始
终没有说出的话是：“朋友，别太忙
了，有空来坐坐。”
（作者系陕汽控股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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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在《门前》
里说：“我们站着，扶
着自己的门扇，门很
低，但太阳是明亮
的。草，在结它的种
子；风，在摇它的叶
子，我们俩站着不说
话就十分美好。”就
这么几句诗，它给我
们呈现了一幅美好
而又温暖的画面：阳
光下，一对夫妻扶着
低矮的门扇，他们和
着风与草，只是站
着，不说话。

这幅画面美在
哪里呢？我觉得美
在朴素。首先，这对
夫妻是朴素的，他们不是在
闹市，而是隐遁在了山林里，
他们在那里自给自足，过着
简单的田园生活，不受外人
干扰。另外，他们的感情也
是朴素的，诗人并没有说他
们像一般情人那样手挽着
手，更没有说他们在柔情蜜
意地看着彼此，但我们却能
从这几句诗中感受到他们在
默默地互相珍惜彼此。

与诗中的夫妻不同，我
们大多人表达爱情时总是伴
着喧哗，不是煲电话粥，就是
拿着大把的玫瑰花、钻戒表
白，或是拍下各种相片秀恩
爱，我们认为没有这些外在
物的加护，爱情就显现不出
重量。在交友方面亦如此，
你之于我有用，才会递上名
片、留下电话，相继后面才
有进一步的联络，而加深感

情的方式也不外乎
是聚会、K歌等各
种喧嚣的方式。

周国平说，热
闹总归是外部活动
的特征，而任何外
部活动倘若没有一
种精神追求为其动
力，没有一种精神
价值追求为目标，
那么，不管表面多
么轰轰烈烈、有声
有色，本质上必定
是贫乏和空虚的。
所以，真正的友情
和爱情是双方在精
神上的吸引，外在
表现一定是朴素

的，自由的。
前几年，我通过QQ认

识了一个文友，我们从未见
过面，也没通过电话，但是每
隔一阵，我们都会相互问候，
从来没有断过。有一次，她想
对我加深了解，要添加我的
微信，我没有拒绝。其实，在
写作之余，我是一个每天在
微信朋友圈发广告的销售员，
我很怕会扰乱她的生活。过几
日，我关切地问她，对我的朋
友圈是否习惯，是否要屏蔽
我。她回复，“静静地看着你打
广告也是一种美好啊。”

朴素的感情会让人觉
得不起眼，但却能感动人
心，我想，这就是朴素的美
好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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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电影，我喜欢坐在银幕后。
那时，是露天电影，幕布扯在村南河滩

上两棵树中间。太阳还老高时，村支书就在
大喇叭上广播说：“晚上在南河滩上放电
影。”孩子们听到后，便潦草地吃过晚饭后，
搬起马扎往南河跑。干啥去？占窝。在银幕
前最好的位置，划上圈，沿线放上一排小石
子，把马扎放在中间，宣告自己的领地。

我却不慌，在家里慢悠悠地吃完饭，翻完
一本早已翻了无数遍的小人书，在母亲的催促
下，才跟在她身后，往南河滩上去。不是我不
喜欢看电影，相反，我喜欢极了。那个年代，哪
个孩子不喜欢看电影呢？只是我知道，我不需
要占窝，去那里后，有的是位置可以坐。

当然，我说的是幕布后面。
幕布前面，人群簇拥，老年人和孩子在最

前面，中年人次之，最外围的是年轻人。年轻
人的注意力不只在电影上，电影演着演着，一
对对大姑娘小伙子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母亲照常去了幕布前面，我依然在幕布后
面。对我执意在幕布后的行为，母亲很不
解，问：“为啥你非要坐在后面呢，看起来
多不得劲啊。”我不解释，在幕布后的好，
不可言传。

除了我，幕布的后面通常还会有一两
个老人，都沉默得如月光下的石头，如果
不是他们的烟袋锅一明一暗，我甚至感觉
不到他们的存在。无论电影多么令人欢
欣或者多么令人悲伤，他们都不发一声，
也许，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比电影上的故
事还要曲折。

与幕前看到的电影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
幕布后看到的人物动作，都是反着的。一直到
现在，我还是觉得那时看过的电影里主人翁都
是左撇子。

但这有什么要紧呢。幕布后的清静，是幕
前的人无法感受到的。我在这里坐着、躺着、
或者趴着都行，反正身下是松软的沙滩，没人遮
挡我的视线，没人阻碍我将自己融入到电影情
节里去，没人阻止我流泪或笑。那一刻，我感觉
自己是另外一个我，是可以驰骋世界的我。

清静，是最好的氛围。
许多年后，我踏入社会后，依然喜欢清

静。“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慢慢觉得，生活就是一块银幕，每个人

都是自己这部电影里的主角，本色演出，我也
是。我必须按照命运撰写的剧本，上演自己不
能事先预知的剧情。

我渐渐学会让自己一分为二，一个在银幕
上演，一个在幕布后看。银幕上的“我”，在喧
嚣的尘世里，被时光雕刻得越来越面目沧桑。
而幕布后的“我”，依然是那个老家河滩上的孩
子，坐在银幕后，内心纯净如月光，永远年轻，
永远都不会老去。

卡塔尔政府 5月 27日宣
布，限制进口沙特阿拉伯、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埃
及的商品。

卡塔尔与这 4国的断交
风波持续将近一年，巴林外
交大臣说，至今完全看不到
化解这场风波的希望。

【限制】
卡塔尔政府27日发表声

明，宣布源于上述国家的产
品必须经过“妥善进口查验
和海关手续”，而且，“为保护
卡塔尔消费者的安全、打击
不正当的货物运输”，卡塔尔
政府决定为受上述措施影响
的商品“寻找全新供应方”。

卡塔尔媒体报道，政府
方面已经要求贸易商和零售
商停止经营源于上述 4国的
进口商品，会派人检查执行
情况。

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
及去年 6月 5日宣布与卡塔
尔断交并施行制裁和封锁，理由是
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
区安全”。

路透社报道，制裁最初数周，卡
塔尔的商品进口量猛跌大约 40%。

卡塔尔方面采取多种化解手
段，如扩大从土耳其等国进
口、经由阿曼等国开辟新运
输线以及增加国内生产，商
品供应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卡塔尔政府一名发言人
拒绝向路透社披露限制 4国
商品进口的细节，如所涉商
品总值。

【渺茫】
巴林外交大臣哈立德·

本·艾哈迈德·阿勒哈利法27
日说，看不到与卡塔尔化解
断交危机的希望。

他告诉位于英国的阿拉
伯文报纸《中东报》：“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现在掌
握的信息没有显示解决问题
的一丝希望。”

与卡塔尔断交后，4国
提出13点要求，作为化解危
机的条件，包括卡塔尔撤回
驻伊朗外交人员，终止所有
与伊朗的军事合作，关闭半

岛电视台及其下属所有频道，叫
停允许土耳其在卡塔尔驻军的协
议，切断与穆斯林兄弟会、“伊
斯兰国”和“基地”等极端组织的
联系。 □ 惠晓霜

据外媒报道，曾参加“阿波罗
12”号任务的美国宇航员艾伦·比恩
于当地时间 5月 26日去世，享年 86
岁。艾伦·比恩是世界上第四个登
上月球的人。

据报道，比恩的家人通过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公布声明称，比恩于26

日在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去世。据
介绍，比恩两周前在印第安纳州旅行
期间病倒。

比恩曾是一名美国海军试飞员，
他于 1963年加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的宇航员队伍。他曾两次进入太

空，参与 1969年的“阿波罗 12”号任
务，是全球 12位登上月球的人之一，
也是第四位登上月球的人。

当年，“阿波罗 12”号飞船上的
三名宇航员分别是查尔斯·康拉德、
小理查德·戈登以及艾伦·比恩。

□ 王秀

美国宇航员艾伦·比恩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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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5 月 24 日在咸镜北道吉州
郡的丰溪里核试验场对多条坑道和
附属设施进行爆破，并宣布正式废弃

这座核试验场。图为场内地面建筑
爆破场景。

□ 杨牧 摄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前景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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