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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玉清向玉清

山里的姜幺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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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邀进山摄影，我急火火地收拾行李，
逃离了火炉般的城市。

山口就像是热浪与清凉的分界，让我不禁
想起泾河渭水汇合处，一边浑浊，一边清澈。
车依山徐行，我满心舒爽。

宝石蓝的天空浮游着几丝薄云，仿佛飞机
掠过后的长痕；淡绿色的河水淙淙流淌，偶尔
传来冲撞岩石的清响；葱绿的藤蔓铺满山坡，
不时从山崖的上方垂下几条，晶莹的水珠顺
着青藤叮咚滴入深涧。

姜幺妹来的时候，我们正为美景所醉，专注
着相机的光圈、快门。

“拍什么景呀，拍我呀！”我愕然回头，打量
眼前的女人。朋友看出了我的一脸疑惑，赶忙
介绍说：“姜幺妹，来给我们当模特及向导，她就
住在上游的一个小镇上，我们是多年的朋友。”

我腾出右手伸向她：“那就要辛苦你啦。”
“莫客气哈，不是辛苦，是欢喜，我最爱臭美，等
哈给我多拍几张哦！”她的声音清脆洪亮又干
净，像这条山间小河流水一般。她口音带卷舌
音，像未经雕琢的原石，自然、原始。我突然想
到城市的钝响、轰鸣，再回味这清快爽朗的调
子，顿觉山涧鸟啼，林间愈发静谧了。

姜幺妹穿一套青色民族风裙装，上衣紧身，
胸前荷花开得正盛，下装裙摆飞扬。姜幺妹真是
好身材，脖子长、馒头胸、杨柳细腰。我想，她一
定得益于山里含有丰富矿物质的带碱性的
水，还有那温润的气候。再则，山里长出什么，就

吃什么，以粗粮为主——红薯、洋芋、包谷、四季
豆……姜幺妹能有好身材，也是大自然的赐予。

若你对山间女子有文静羞涩的刻板印象，
遇见姜幺妹，就要颠覆了。一路上，她不做作，
热情奔放，同是女人的我也好喜欢呢！

我说：“姜幺妹，你会唱山歌吗？”
她咯咯地笑，像一串玻璃珠子散落在细瓷

碗里：“你怎么知道我会唱？你的眼睛有‘毒
’，我从十二岁起就开始唱山歌咧，山里人都
叫我‘百灵鸟’，我来唱，你来对。”她故意逗
我，她轻轻一甩头，望向远山，立刻亮出了“百
灵鸟”的歌喉——

牵牛花藤攀石岩，不高不矮到山边；
猴子看花不上眼，吃饱野果山上眠；
山中老虎美在背，林中百灵美在嘴；
绣花枕头美在外，种田人美在心扉。
……
甜美的歌声穿云拨雾，仿佛时间就此冻住，

这天籁之音让人感知世间万物生灵与自然和谐
共处之美。一股清冽的甘泉浸润着我的心田，
沉寂了很久的心灵在姜幺妹的歌声中悸动。

朋友悄悄告诉我，姜幺妹的老公十年前跟
人跑了，再没回来。 姜幺妹就靠着这家店独自
养活两个孩子。

回城的路上，河水声渐渐沉寂，大山的身影
也逐渐模糊，而姜幺妹的形象却深深刻进我的
脑海里，她的真性情、她的坚韧，如同那大山和
山间流淌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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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稍高，缸中缺氧，金鱼明显游得不
欢，尾尾都没精神，急得我到处请教养鱼
法。在水族馆，卖鱼人告诉我，要买氧气棒
放在鱼缸里，插上电，鱼就欢跳了。

自从鱼缸里有了氧气后，那鱼精神就是
不一样，有时跳出水面，蹦到鱼缸外。好几
次，及时发现，及时放入水中才畅游如初。
吃的也很多，每天清晨，它们好似能分辩出
我的脚步声似的，只要到鱼缸边，十几尾鱼
全都高昂着头，嘴张成 O 型，尾巴还在水里
拍打出声音，尾尾都显出急不可耐的馋态，
赶紧把鱼食撒进去，不得了，一场颇为状观
的争食景赏得家人大呼太有趣。

一日，外出有事，忘记喂鱼。晚上回家喂
鱼，发现一尾黑金鱼突在外面的眼睛不见了，
只有另一只眼睛在，显然，黑金鱼受伤了，在
水里游得很吃力。想它定是活不成了，但很
纳闷，它的那只眼睛去哪了？换水时，在雨花
石间找，没有。狐疑中，发现那尾大黄鱼整
个身体横着在水里游，腹
部明显鼓鼓的，越想越害
怕，黑金鱼的眼睛会不会
就在大黄鱼腹中。由于眼
睛大，也有重量，使大黄鱼
失去平衡，故而侧着身子
游，但它也定活不成了。尽
管它是鱼缸中的“大王”，但
因它贪吃，侵犯同类的器
官，导致它也不好受。对它
这样，一点也不怜悯，反而
还恨它，倒很舍不得那尾少
一只眼睛的黑金鱼，它终因
疼痛难忍，于一天早上发现
它漂在水面上，而后很不舍
地把它埋在花盆泥巴里。

心想，过几天，把那祸害大黄鱼也埋在花
盆里。哪知，半月过去了，大黄鱼仍出乎意料
的活着。身体仍是横着游，且还翻滚着游，老
公戏称它太会锻炼身体了。每天喂食时，它
似乎早闻到了，立马从缸底翻滚着上来，早就
张开嘴在碰食，别的鱼是在找着吃，它是在碰
着吃，有时碰不到，显得焦急，攒足劲，跃出水
面很高，然后重重摔在水面上，溅起水花。一
种求生的本能看得我肃然起敬，感动的想把
它单独放在一个鱼缸里，老公不同意，说它在
同伴里面才有竞争能力，如果单独放养，必定
会让它失去斗志，反而不好。以后喂食时，故
意朝它多投食，让它能碰食到更多食物。

内心真不知大黄鱼能活多长时间，但它以
这种在水中翻滚的求生本领让我们获益很
多。人类生存何尝不同于鱼类，只要还有一
口气，就得活下去，不同于常规方式的生存需
要多么坚韧的毅力啊，缸中金鱼的顽强给了
我们最真切的生命感悟。

一天，我在泾县的章渡镇老街上行
走。由于古街的废弃，临江而建的吊脚
楼已经成了危房。政府计划将这些古建
筑拆除，以免造成倒坍，引起人员伤亡。

当时正是雨后，朝青弋江的对岸望
去，岚岫时现，雾迷村落。蒸腾的水汽
中，似有仙人出没。有人手指对岸，兴
奋地说：“看呐，人间仙境！”

是啊，在人的意识里，最美
的地方在对岸。对岸是一种诱
惑。它是对未知的神往，是想
象的翅膀要飞去的地方。

北岛说：“我要到对岸去，
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也涂
改着我。”他的意思是说，要到
对岸去，要挣脱现有命运的束
缚，是很难的。小时候，我住在
一座水库下面的村庄里，每天，
我都要爬一趟高高的水库大

坝。当我站在大坝之上时，我对它上游
隐约可见的溪谷，充满着向往。

我偷偷地爬上养鱼人用的船。船很
小，只能容一个人，随时都有倾没的危
险。当我正坐在船上打转的时候，被养
鱼人发现了，他轻言细语地喊我，让我停
下，但语气中充满着焦急。事后我才知
道，他怕声音一大，惊了我，会弄翻小船。

为满足我的愿望，大人们带我到了水
库的对岸。可对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
西，除了看见更远处的山岚外，一切和水库

这边的风光并无两样。后来再读
北岛的诗：“我要到对岸去，对岸的
丛林中，掠过一只孤独的野鸽。”
时，我终于有了真切的感触。河
流终究不是一条界限，无论在对
岸还是此岸，孤独依然存在。

年少的人，渴望走出去。
十八岁时，我来到城市，并

在城市中生活了三十多年。因
为喧闹，我失去听力的敏锐；因为
繁杂，我无法让心绪淡若溪水；因
为沥青和水泥，让我接触不到大

地，感受不到大地的灵动和节律。原
来，我苦苦抵达的对岸，带给我的竟是
一种深深的失落。直到有一天，我
再次站在幼时的老屋中，才悟出最
美的地方不在对岸，就在我的脚下。

对岸云朵是朦胧的，它因为朦
胧而美丽。而脚下的草，虽然青
绿，却因为能真切地被人看到，所
以不能提起人们的兴致。

所以对岸也许只是风景，要寻
找最美的地方，请先看一眼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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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咸阳城区总能见到乡下人用
自行车挂着蝈蝈笼，走街串巷、随意叫
卖。瞧，车把或后座两边悬挂着一长串或
一堆蝈蝈草笼，吆喝阵阵、此起彼伏。装
蝈蝈的草笼大都是新麦秸杆手工编织而
成，或圆或方，拳头大小，也有极不规则的
菱形状，一笼装一只蝈蝈，每笼卖 5 分钱，
卖蝈蝈的人稍一停留，他的四周便会聚拢
好多城里娃，指指点点，自乐开怀。所以，
城里大人买下蝈蝈，大都顺手递给了孩
子，当个耍物，图个欢心。

灌木丛是蝈蝈最好的安乐窝。土壕，
是我队的一块地，因深陷地下达两米而得
名。主要缘于离村较近，社员盖房、打墙、
垫圈等取土之便利，历经多年人为挖掘出
的土壕。土壕内常年种植小麦和苞谷两
种作物，四周多灌木丛，坟茔座座、荒草萋

萋，坐北朝南有两孔破窑洞，早已废
弃。据说，是看庄稼之人躲避白雨、冰
雹的栖身之处。

那会儿，在土壕劳作总能看到乡下
的娃们在土壕灌木丛中捕捉蝈蝈。或张网
以待，或用手捕捉，每遇这样的快乐场景，
我总会不由自主凑近欣赏一番。别说，乡
下娃儿捕捉蝈蝈，与生俱来，得心应手，远
远地听到灌木丛中有蝈蝈在鸣叫，屏住呼
吸、蹑手蹑脚，绝对“打枪的不要”。聪明
的蝈蝈也不笨拙，似乎早有觉察，当“猎
手”靠近时，“猎物”却没了声。顽童们便
悄无声息就地圪蹴下，仔细观察，搜寻猎

物，一旦发现，在劫难逃。
一天，我饶有兴致开了口，索性向这伙

娃们要了一只蝈蝈。因我们房中有一个
用冰棍棒编织而成的小方笼，笼子不大，
结实耐用，那是我们曾经灌黄鼠、逮黄鼠、
装黄鼠的空笼子。广袤的乡村也没有啥
好玩的，枯燥乏味、百无聊赖，土生土养、
图个乐趣。我把蝈蝈拿回房间，匆忙装
笼，活蹦乱跳，好大一只蝈蝈。我既喂菜

叶又喂蚂蚱，忙活了一整，而那只蝈蝈咥
得倒美，就是一言不发、一声不吭。有人献
方说，蝈蝈吃了辣椒，就会不停地鸣唱。于
是，我又给蝈蝈找来线椒（奇辣无比）喂食，
岂知，它吃了依旧不鸣叫。又有人说，蝈蝈
喜爱暖阳，在阳光下才会叫。怪不得哩，那
时，我们知青点住的是半厦房，阴暗潮湿；再
说，门前一片空地，虽有充足的阳光，却光
秃秃无树，连根晾衣绳也难栓，偶尔拿到屋
檐下晾晒衣物，只要钟声一响，我们皆立马
将自己的衣物拿回房间，就怕有个闪失。
好在得知这一实情，只要收工，我便会将蝈
蝈笼子放到有阳光的窗台上，好长时间，左
看右瞧，蝈蝈还是悄无声息。

一位路过的社员见我摆弄蝈蝈笼子，问
明缘由，近前端详了好一阵子，冲我说：“瓜
娃，你这是只母蝈蝈，它咋会叫哩。”我如梦
方醒，恍然大悟，原来碎娃们给了只雌蝈蝈。

“哈哈——”我俩的笑声惊飞了屋檐下
的雀儿……

王毅谈中美贸易摩擦：
单边主义和经济霸权不可接受，威胁施压只会适得其反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7月 30日在
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主持第九次中英
战略对话后共见记者。王毅应询就中美贸
易摩擦问题阐明立场。

王毅表示，贸易自由化是国际社会普
遍共识，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始
终站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一边，站在历史的
正确一边。谁搞单边，谁才会被孤立。过
去、现在和今后的国际实践都会继续证明
这一点。刚才会谈中我同亨特外交大臣已
达成共识，就是中方将同英方以及国际社
会一道，继续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进程，维护
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世贸组织规则。

他说，我想强调的是，国与国交往与人
与人交往相同，都要以信用为基础，以事实
为依据，以规则为准绳。我愿向大家介绍
一些基本事实，相信大家会作出客观和理
性判断。

第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责任不
在中方。贸易首先是市场的自发行为，中
国从来没有强买强卖。贸易结构又是国
际分工的自然结果，中国的出口商品很多
是最终组装，大量中间产品并非中国生
产。此外，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源于美元的
国际货币地位、美国国内的低储蓄率和大
量消费，以及美方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
制等。因此，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根子在
美国自身。

第二，顺差和逆差并不是判断是非的
标准。顺差并不意味着占便宜，逆差也未
必就是吃亏。事实上，美国一直从对华贸
易得到很多实惠，比如获得了大量廉价资
源和商品，增加了消费者福利，支撑了美元
强势地位。美方的所谓“吃亏论”令人费
解。好比有人去超市买了 100 元商品，商
品拿在手里，却抱怨自己亏损了 100 块钱，

这一逻辑能成立吗？
王毅指出，在中美服务贸易领域，中国

每年对美逆差都高达 500 亿美元以上，美
资企业每年在华生产销售的商品额更达到
6000亿美元以上，美方实际上在华获得了巨
大利益。此外，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约 60%
是在华外资企业创造的，在产品价值链中，
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拿到的是大头，中
国企业拿到的是小头，只是一点加工费。

第三，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美方首
先挑起的。美国 3 月不顾中方反对，启动
对华“301 调查”，瞄准中国开了第一枪，之
后不断采取各种升级举动。中方不想打贸
易战，但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态度和侵权
行为，我们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这纯粹属
于合法合理的“正当防卫”。

第四，美国挑动贸易争端的做法缺乏
合法性和正当性。中美都是世贸组织成

员，理应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解决摩擦。但
美方却抛开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根据
自己的国内法处理对外贸易摩擦，完全背
离了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违反了美国承
诺的关税减让和最惠国待遇义务。这是典
型的单边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做法，任何
主权独立国家都不可能接受。

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美双方就贸易
问题进行过几次磋商，也曾达成过很重
要的共识。但遗憾的是，美方并没有承
担履行的义务，也没有和我们相向而
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通过
对话而非对抗来处理贸易摩擦，是中方的
一贯立场，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中
方对话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但对话必须
建立在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之上，建立
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单方面威胁和施压
只会适得其反。 □ 朱超 伍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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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打击贩运人口行为

英国政府 7 月 30 日发布了一系
列计划，将推动自动驾驶汽车、车
联网、清洁能源车辆等技术的发
展，并开始拨款支持与这类技术发
展相关的研发项目。

英国政府当天发布《移动未来》
《最后一英里》等文件，将清洁能源车
辆、自动驾驶、车联网等列为未来交
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些计划的总
体目标是为了让英国在货物、人员运
输以及相关的服务方面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减少交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
放，并提升交通的安全性。

此外，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决定向
6个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研发项目拨款总
计1210万英镑（1英镑约合1.3美元）。

英国交通部官员杰西·诺曼在一
份声明中说，交通领域正处于深刻
变化的关头，这些变化将给英国带
来巨大的经济机会，预计到 2035
年自动驾驶车辆销售额将达到 520
亿英镑。最新发布的一系列计划
将帮助英国利用好这一机遇，保证
英国在交通创新方面继续保持世
界领先。 □ 张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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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研究人员联手研发出一种纳
米颗粒流感疫苗，在小鼠实验中能够有效抵
御甲型流感病毒。这种疫苗为研发通用流
感疫苗等药物开启新的思路。

近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的研究显示，这种颗粒由双层多肽组成，可
模仿流感病毒发出生物信号，诱发双重免疫
反应。

研究人员说，双层疫苗的核心由流感
病毒核蛋白质中的多肽组成，这种多肽可
诱发免疫 T 细胞反应，针对流感病毒产生
交叉保护作用；纳米颗粒的外层由甲型流
感病毒的 M2 蛋白胞外域的 4 种肽组成。在
大部分人类季节性甲流病毒中，这种蛋白的
胞外域是保守区域，有望成为未来研究通用
流感疫苗的靶点。

研究显示，接种这种疫苗后，感染多种
甲型流感病毒的小鼠完全存活，而接种安慰
剂的小鼠均在一周内死亡。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双层的多肽纳米颗
粒的免疫效果更强且有效成分更稳定，也有
望用于其他病原体或癌症疫苗研发。

在实验中，这种疫苗不是使用传统的肌
肉注射方法接种，而是采用一种可溶性微针
贴片，通过贴在皮肤上接种。研究人员说，这
种给药方法能让药效更强且持续时间更长。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还包括美国佐治亚理
工学院、埃默里大学和中国河南师范大学的
研究人员。他们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未来研发出药效更强、给药途径更佳的通用
流感疫苗来抵御多种流感病毒。 □□ 周舟

中美研发纳米疫苗抗击甲流
法国国民议会 7 月 30 日表决通

过关于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
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的法案。这一
禁令将于今年 9月开学时生效。

按照新规，在校小学生和初中
生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活
动时均不得使用手机，除非出于教
学目的，或是残疾儿童的特别需
要。高中学校可自愿全部或部分执
行此手机禁令。

除手机外，新法案还规定禁止
使用包括平板电脑和手表在内的所
有可联网的通信设备。

2010 年，法国曾出台禁止小学
生和初中生在教学活动中使用手机
的规定。法国国民教育部长让-米
歇尔·布朗凯说，此前的手机禁令
未能全面执行，这次通过的全面禁
止手机法案给法国社会及其他国家
传递出一个信息。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有 86％的
12岁至 17岁的青少年拥有手机。新
法案拥护者认为，学生滥用手机会分
散其课堂注意力，影响课间体育活
动，甚至会使他们受到暴力、色情等
不良信息的影响。 □ 杨婷

7月30日是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古特雷斯
指出，不平等、社会不稳定和武装冲突是滋生贩运
人口的温床。犯罪分子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和
青年以及移民和难民下手，剥夺他们的基本权
利。妇女和女童一再成为犯罪目标。贩运人口导
致包括强迫卖淫、强迫婚姻和性奴役在内的残暴
性剥削，以及触目惊心的贩卖人体器官的行为。

古特雷斯说，贩运人口形式多样，超越国界。
犯罪分子往往逍遥法外，其罪行未能引起足够重

视。他强调，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致力于在保护和支持

受害者的同时，谋求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他呼
吁围绕预防、保护和追责等关键问题，杜绝贩运人
口这一犯罪行为。

2013年 12月 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
定将每年的 7月 30日定为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
以提高人们对贩运人口受害者境况的认识，并促
进和保护他们的权利。 □ 尚绪谦

法国将全面禁止初中以下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

当 地 时
间 2018 年 7
月 30 日，在
智利圣地亚
哥，智利出租
车司机举行
全国大罢工，
抗议Uber打
车软件。
□刘小军 摄

美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找
结婚对象方面，成功职场女性较难
找到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与自己类似
乃至更高的男性，尽管如此，她们并
不乐意“下嫁”。

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杨伯翰大学
研究人员分析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0
年至 2013年对大约 1050万个家庭的
调查数据，归纳出25岁至45岁夫妇的
特征，并建立起相关公式，了解未婚女
性想找怎样的潜在伴侣。研究人员在
研究论文《婚姻市场的不匹配》中说，

结果显示，美国未婚女性通常喜欢找
的男性，与女性自己相比，男性收入
高 66%，学历高 49%。研究人员说，
对女性而言，婚姻通常涉及“高攀”，
但对成功职场女性而言，虽然个人收
入增长，她们对婚姻和择偶的期望值
没有及时调整。这可能导致多数关
注职场发展的女性选择继续单身。

研究人员提醒说：“我们的研究
结果至少强化了一种观点，即找到匹
配对象可能性较低时，高学历女性择
偶难度在增加。” □ 乔颖

美国成功职场女性不愿“下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