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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采购幸福的采购

我们这个门栋住着六户普通人家，日常
食材一般在楼下菜场里采购。虽然家境不
同，但采购的过程充满了幸福和满足。

一楼孙婶的老头由于前些年受了工伤，
落下了半身瘫痪，只能拿微薄的生活补助。
孙婶和儿子在外面打零工，挣得不多。去年，
儿子成家后，小两口和父母住在面积不到五
十平米的蜗居里。最近，儿媳给这个家庭添
了大胖孙子，为了给儿媳补充营养，现在孙婶
赶早市，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买新鲜的活鲫
鱼、猪蹄和排骨煨汤，给儿媳催奶。生活虽过
得拮据，但胖乎乎的孙子给她家带来了希望
和快乐。

二楼是一对刚结婚的外地小夫妻。小伙
子在一家营销公司当主管，新娘子小欣在一
家私企做财会。新婚的浪漫期过后，为攒钱
买房，小欣开始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中午带
饭，保证每天的晚餐在家里吃。小欣很会结
交人，没几日，就跟左邻右舍都认识了。每天
因为赶着上班，就委托我妈在早市里“代购”，
放在我家冰箱里，下班后再跟我妈结算，把食
材拿走。老妈乐此不疲，对小欣赞不绝口，说
我们都应该向她学习。夸她嘴甜，会顾家，也
善于跟人打交道。这样过日子，时间不长他
们就能买上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三楼是我家。几十年来，老妈操持家务
兢兢业业、精打细算。她这个家庭主妇当得
极称职，菜场也是她的主战场，对食材极讲求
新鲜度。早上晨练后，老妈拉着小推车去菜

场，在菜场精挑细选，还要帮小欣“代购”。老
妈每天购买的食材量都有计算，绝不会多，天
天去早市，力求买到最新鲜的。食材好，才能
做好菜。所以，我们一家老小总有味蕾上的
享受。

四楼住着王大叔一家，家大口阔。王大
叔的老伴罗大妈也是专职家庭主妇，在购买
观上跟我老妈有很多相似之处。有时她们结
伴而行，有时晨练活动的项目不同，就各自去
买。当然在菜场能经常碰面，相互间拉拉家
常，交流一下买菜经。她们也算是买菜的“战
略伙伴”，从菜场里收获了很多，也包括浓浓
的邻里情。

五楼的住户是罗大爷和郭奶奶。她们
是空巢老人，身体都不好，养老金称不上丰
盈。下趟楼对他们来说是件难事，更不用说
提着菜上楼。以前他们委托一家超市给他
们送米面油，我们楼下的住户也会偶尔帮
他们带些生活用品上去，可郭奶奶性情古
怪，总是抱怨我们买的东西贵。现在好
了，社区有了助老志愿者，每次郭奶奶只
需要开个单子，志愿者就能把东西送到
家，郭奶奶心里也踏实。

一百个家庭就有一百个采购故事。它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家庭的生活观，但邻里
间只有相互帮衬，幸
福和快乐与人分享，
才有更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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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总去参加歌咏比赛，期间发了一条
朋友圈，我一眼就看到她手里攥着的那张
票根。已经发黄的纸上赫然印着“4排 21
座（池） /工人俱乐部”，还盖了蓝色的日
期章。这些年见多了各色印刷精美的入场
券，看到这张票根，只觉得时光瞬间穿越
了，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些没有大
剧院、大舞台，只有俱乐部的年月；那些
没有花花绿绿入场券、抽奖券，只有小小
票根的年月。

在矿区、厂区长大的孩子都知道，八、
九十年代的俱乐部就是一种神一般的存
在。先不说大门口那几个红色大字——“工
人俱乐部”在一片砖墙建筑中颇为醒目，只
说那一正两侧三扇阔气的门，就已经大气到
让全矿区的老少爷们儿瞠目结舌了。更不
必说那三十多排翻板座椅、大大的沉入式乐
池、铺着实木地板的舞台，还有那好几层高
高的可以拉来拉去的幕布……如果能被允
许涂点口红再穿上漂亮裙子，用白球鞋把
那些暗红色的地板踩得嘎吱响，那简直就
是圆了一个小女孩所有的梦想。

妈妈年轻的时候嗓子亮，工作之余总
会跟着单位上的演出队到各个矿上去演
出。大概是怕我捣乱吧，妈妈很少在演出
的时候带着我，多半是把我留在家里。所
以，除了平时在家里听到几句唱腔之外，能
告诉我妈妈上台演出的就只有妈妈演出完
还没有来得及卸掉的妆，而能看一场有妈
妈的演出也成了我当时的心愿。

有一次，妈妈要去参加演出，爸爸临时被通知去出差，
我用没吃午饭的代价才让妈妈同意带着我跟她一起。那
天我看着妈妈在工会的大办公室里被化成了只有画里才
有的漂亮人儿，化妆师还特意给她接了一条长长的麻花
辫。看着这样打扮的妈妈，我为自己有个上台表演节目的
妈妈感到非常骄傲。

那天我就坐在后台的长凳上，看着叔叔阿姨们有条不
紊地上场、下场、换场，听着他们在舞台上唱歌、唱戏、说快
板、说相声，虽然只能通过幕布的空隙看到他们的侧脸，但
那种“我是跟着演员们一起在后台”的自豪感填满了我的
内心。

那天的节目，我只记住了两个。一个是妈妈唱的京剧
《红灯记》选段，另一个就是一个姓段的姐姐唱的《小螺
号》。到现在，我只要一听到这两段熟悉的旋律，就一定会
情不自禁地跟着唱……

那天直到节目散场，我也没能跑到舞台上去踩着木
地板蹦一阵子，因为还没有等到节目散场，我就趴在长凳
上睡着了。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自己在后台看着幕布
被拉开那一瞬间的惊讶，忘不了舞台上的灯光是多么的
耀眼。

可遗憾的是，那次演出结束后，俱乐部就没有了活动
与演出，大铁门生锈了，篮球架生锈了，剧场的门锁也生锈
了……犹如一个完成了养育子女成长后风烛残年的老人，
寂寥而落寞的走向衰亡。

许多年过去了，我固执地不肯再回去看工人俱乐部，
因为我始终无法接受它们如今破败或是另作他用的模
样。就这样吧，就把它们最美
丽的样子和它们带给我最美
好的回忆留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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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几十年的局长，刚退下来那会，
老爸颇不适应，“官味”不减。

那天，老妈叫他上街买菜，老爸看
报纸半天没反应。老妈叹了口气，劝
道：“现在退了，要调整好心态，‘削官
为民’，再找点业余爱好，像买菜呀什
么的，既锻炼了身体，也了解了民
情。”后面这句话挠到了老爸的痒处，
他习惯性地拿起电话叫秘书，说要派车

“下基层”。老妈听了，捂嘴一乐，老爸
这才意识到自己已不在位了，只好怅然
若失地推出了自行车。

临出门，老妈塞给他一张采购清
单，说第二天要办周末家宴，菜要准备

丰盛些。
在菜场，老爸看了看单子，第一项

是买二斤排骨。刚转到肉摊，那个长满
络腮胡的老板就冲他满脸堆笑，说：

“老爷子，清晨进的货，可新鲜！啥也
不搭，十八块一斤。”老爸一听，心里
有些不悦，冷着脸问道：“小师傅，你
刚才叫我啥？”络腮胡老板不解：“老爷
子呀！咋的呢？”

这时，老爸的老部下大李正好经过，
他热情地打起了招呼：“老局长，您亲自
来买菜呀？”络腮胡听了，眼珠飞快地转
了转，赶紧改了口：“是老领导，价钱好
说。您要是买三斤，就按十七块五。”老

爸满意地和他成交了，接着兴致盎然地
把剩下的菜都买齐了。

第二天，大姐他们来得最早。一进
屋，大姐就在厨房帮老妈忙活起来。姐
夫和老爸打了声招呼，正准备转身到客
厅里开电视，没想到老爸神情严肃地对
他说：“小鲍，先工作再娱乐。来，进来，
我先听听你们‘部门’的汇报。”

姐夫心里不乐意，又怕惹他老人家
不高兴，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屋。姐夫出
来后，接着是我，最后是弟弟。老爸听
着，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有表扬、有
批评，还有他老人家对我们这几个“部
门”今后工作的指导意见。

菜上齐了，一家老小就等着老爸发
话开席。没想到，老爸即兴“随便说几
句”，竟像作报告一样讲了一个多小时。
他从市场经济讲到了择业观，从机关改
革说到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小弟的儿子刚刚是个机灵鬼，老爸
也最疼他。刚刚喝了两罐可乐后，对老
爸说：“局长爷爷，菜都凉了，一会儿我还
得去上补习班呢！要不，大人们听您作
报告，我们小孩子先吃，好不好？”

一桌子的人全笑了，老爸这才不好
意思地说：“好，先吃。今天暂时讲到这
里，这会下周接着开。回去后，各‘单位’
要抓紧落实当前的几项工作……”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刘卫刘卫

收到一大摞信件，除了一些样报
样刊，还有一封地址陌生的信。我心
里疑惑，这个时代，书信似乎已经退
出了生活，谁会给我写信？打开来
看，发现是一位读者。

她的信是手写的，感觉特别亲
切。信上的字没有一处勾画，看得出
非常认真。她在信中说，从杂志上看
到我的文章，然后按上面的电话打给
杂志社，几经询问，才
得到我的地址。然
后，她说读我的文章
时的感受，说那篇文
章，她至少读过 10遍
以上，每一次都会有
强烈的共鸣，文章中
对待人生的态度，对
生活的理解，她都非常认可。她信中
也写到自己的观点，看得出来，她的
文笔很好。

看完她的信，我心中涌起巨大的
幸福感。她是懂我的，我的文章终于
被懂得的人看到了。那一刻，真的有
怦然心动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是
与前世的有缘人在今生重逢一样，即
使素未谋面，仅仅是第一次相见时的
一个眼神，就能让彼此心领神会、频
频回首，直到彼此相认。我只是一个
普通作者，喜欢通过文字表达心灵，
能与远在天涯的有缘人交流，并且心
灵相通，真是幸事。

因为有人懂得，我们才不孤
单，才有理由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

加精彩。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干活喜

欢标新立异。在单位，我是个特
立独行的角色。有一次，我接受
了一项重要任务，没和别人商
量，就按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
单位很多人看不惯我的工作方式，
有人甚至说，“无知者无畏，她这
样干下去，迟早会惨败的。”正当
我彷徨的时候，单位有人对我
说：“其实，我懂你的工作思
路。”接着，他把自己的理解说了

出来，竟然完全和我
想的一样。他说：“你
这样做虽然有点风
险，但是你的优势是
考虑事情比较全面，
如果谨慎一点，这件
事你一定能干得很漂
亮。”那时，我觉得自

己遇到了知音，他完全懂我。后来，
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遇上懂得自己的人，是一种幸
运。生活中，丈夫经常挑剔我这样、
那样的毛病，说我不像别的女人一样
耐心细致。有一次，我们聊天，他突
然说：“其实呢，你的那些小毛病都微
不足道。而你的优点是别的女人一
辈子都学不来的，你不虚荣、不功利、
不求物质享受，这些优点也是我最喜
欢的。”我欣慰极了，他是懂我的。

蝴蝶懂得花儿的芬芳，飞鸟懂得
蓝天的高度，高山懂得流水的清唱，
草木懂得阳光的煦暖……懂得，是一
种美丽的缘分。这个世界上，懂得我
们的人不需很多，三五个足矣。

懂懂 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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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世界超市”义乌和欧洲最大小
商品集散地马德里的中欧班列运营满四
周年了，这趟国内行程最长的中欧班列
已经成为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文化交
流“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为沿线国家
和民众架起开放合作的新桥梁。

运输便利化促进双边贸易增长

马德里时间 11月 24日上午 11时，
一辆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开进马
德里车站，为庆祝开行四周年，此趟班
列全新涂装，用中国故宫、茶园和西班
牙美食的精美图案，展示了中国、西班
牙的多元文化。

“义新欧”中欧班列自 2014年 11月
18 日首发以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
2018年 10月 20日，班列已往返运行 532
次，45372个标箱。始发开通了9条线路，
辐射至中亚、西班牙、伊朗、阿富汗、俄罗
斯、拉脱维亚、白俄罗斯、英国、捷克等 9
个方向。

班列集聚作用明显，覆盖了浙江、上
海、广东、安徽、江苏、山东、福建、江西等
8省市货源，涵盖了日用小商品、服装、箱
包、五金工具等近2000种中国制造商品。

中欧班列促成义乌开放水平更高。
如肉类口岸、国际邮件局的开通，贸易便
利化持续改革，进口市场和跨境电商发
展迅猛。班列累计直接产生进出口贸易
额35亿美元以上。

通过中欧班列，红酒、母婴用品、高
档厨具、洁具、汽车零配件等欧洲商品进
入中国市场渠道更畅通。以西班牙为
例，数据显示，自“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
以来，西班牙产品向义乌的出口额从
2014年的不足160万美元增长至2017年
的1010.56万美元。

“钢铁驼队”发掘合作新空间

9月26日一列装载了邮政专用集装
箱的“义新欧”中欧班列顺利从义乌铁路
口岸始发，3240件国际邮件被运往波兰

马拉舍维奇站，正式开启每周一次的常
态化运邮。

这次发运的国际邮件来自 100余家
跨境电商企业，目的地为英国、法国、德
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捷克等14个欧
洲国家。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义新
欧”中欧班列与中国邮政、菜鸟物流、
DHL、燕文物流、西班牙邮政、英国Yodel
等国际快递巨头合作，设计了“义欧快
件”这一义乌口岸出发，直发欧盟及英
国，通过国际快递辐射中亚、欧盟及英国
消费者的业务模型。

“义新欧”中欧班列在沿线马德里、
杜伊斯堡、伦敦和莫斯科设立4个分公司、
8个海外仓，辐射34个国家，还推进了“一
带一路”捷克站、华沙中国小商品城市场
和中白工业园等项目建设，发掘出了这一

“钢铁驼队”两端更多的合作空间。

班列线路成为友谊之桥

11月 18日在开行四周年之际，这趟

国际班列连接的两个城市，义乌和马德
里举办了一场双城互动马拉松比赛。义
乌参赛的市民有上万人。马德里的赛道
上还按照中欧班列途经国家在沿途设置
指示牌和班列运行地图。

“义新欧班列线路不仅是货物运输
线路，更成为两地人民的友谊之桥。”义
乌西班牙交流基金会主席毛文进说。义
乌西班牙交流基金会将资助西班牙青年
于2019年前往义乌进行“全球青年创业培
训”计划，希望用这种方式，为中西两国经
贸、文化、教育等方面搭建一个桥梁。

通过中欧班列，义乌正逐步与沿线
国家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
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目前义乌建
立了与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区、城市全
方位合作，举办中国（义乌）丝绸之路经
济带城市国际论坛、中国北欧青年领军
者论坛等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以及 100
余场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活动。

□屈凌燕 魏董华

当地时间 11 月 26 日，美国
加州帕萨迪纳市，美国宇航局
工作人员在“洞察”号无人探
测器成功着陆后欢呼雀跃。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于
今年 5 月初向火星发射的“洞
察”号无人探测器于美国东部
时间26日14时54分许（北京时
间 27 日 3 时 54 分许） 在火星成
功着陆，执行人类首次探究火
星“内心深处”奥秘的任务。
随后，“洞察”号通过与其同行
的迷你卫星于 15 时许传回了火
星的第一张照片。 □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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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铁路
公司计划在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
上修建第二座北穆亚山隧道。据俄
铁运输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相关可
行性研究报告显示，该建筑项目将
耗费 2607.9 亿卢布 （约合 39.26 亿
美元）。

目前，北穆亚山隧道的通过

能力为每天 16 对列车。该可行性
研究报告显示，第二座北穆亚山隧
道建成后通过能力可增加到每天
34 对列车。不过，要实现这样的
通过能力列车间隔时间不可超过十
分钟。

早前，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奥
列格·别洛泽罗夫表示，第二条北穆

亚山隧道建成后，该路段货运量将
提高至原来的六倍多。此外，他强
调，根据现有技术，建造 15公里的
隧道将需要大约10年时间。

北穆亚山隧道位于俄罗斯联邦
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于 2003年 12
月投入使用，总长 15.3公里，是俄
罗斯最长的铁路隧道。 □李明琪

俄铁计划耗资约40亿美元修建第二座北穆亚山隧道

“义新欧”中欧班列架起开放合作新桥梁

随着感恩节和“黑色星期
五”的到来，美国也开启了美
国版“双十一”购物季。英国
路透社 11月 25日报道称，美
国实体店销售额持续下降，人
们更倾向于选择线上购物，越
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在家用
手机买东西。

根据掌握着美国前100名
零售商80％成交数据显示，目
前“黑五”线上销售涨幅超过
23％，成交额突破 60亿美元。
分析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实
体店净营收下跌了 4-7％，同
时交易量跌幅为 5到 9个百分
点，近年呈连续下跌趋势。
2017年，实体店销售额在“黑
五”整个周末同比下降 8.9％，
交易量下跌 4.4％；2016年，实
体店销售额下降4.2％，交易量
下降 4.4％。目前尚无今年实
体店成交额的确切数据。

另据美媒报道，同时覆盖线上与线下业务的
美国电商亚马逊宣布，其“黑五”期间成交量已
达“创纪录的水平”，仅用了9个小时就打破了去
年“黑五”全天的销售纪录。

路透社称，这个周末重新定义了“黑色星
期五”的重要性。在过去数年中，“黑五”曾被
认为重要性已经减弱，但如今它已成为一个消
费者不必再涌向商店，而选择在网上大量消费
的日子。 □崔舒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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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德国理工类专业岗位的
缺口创下纪录。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底德国在数学、信息技术、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
（统称“MINT”专业）方面的
岗位数量达 49.6万个，较去
年同期增长 5.9％，而岗位缺
口上升至近 33.8万个，已超
过岗位总数的68％。

德国理工类专业岗位缺
口问题存在多时，但此次报
告显示，这一情况正在恶

化。其中，信息技术专业岗
位缺口到 10月底达 4.05万
个，3年翻了一番。

报告指出，德国如果近
年来没有引进外来理工类专
业人才，相关岗位的缺口问
题将更加严重。

德国雇主联合会联邦总
会 26日发布声明说，只有让
德国年轻人接受有针对性的
教育，为未来数字化工作环
境做好准备，才能利用好数
字化创造的新工作机会，逐
步解决“MINT”专业的岗位
缺口问题。 □张毅荣

中埃共建“一带一
路”再出发研讨会 11
月 26日在开罗举行，
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
国、埃及前总理埃萨
姆·谢拉夫等中埃两国
各界人士参加了本次
研讨会。

中国驻埃及大使
宋爱国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5年来，中埃
双边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目前中国在埃投资
额近 70亿美元，一批
基建大项目纷纷上马
或蓄势待发，金融合作
务实推进。此外，两国
民间往来显著增多，去年赴
埃旅游的中国游客达 30万
人，今年有望突破50万。

“埃及作为地区大国，在

中阿、中非共建‘一带
一路’方面具有先发
优势。相信埃及作
为阿拉伯、非洲重要
国家，能继续为中阿、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并在更高层面同中方
共同推动构建中阿、
中非命运共同体。”宋
爱国说。

埃及前总理、谢拉
夫可持续发展基金会
主席埃萨姆·谢拉夫
说，目前全球面临贸易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民粹主义等诸多挑战，

亟需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全
球治理体系。在这样的背景
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恰逢其时。 □李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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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
究所11月26日发布报告，评
估“脱欧”协议可能产生的经
济后果。报告测算，英国按
现有协议“脱欧”，长期看国
内生产总值（GDP）可能比留
在欧盟低近4%。

这份名为《政府提交“脱
欧”协议的经济后果》的报告
说，任何“脱欧”协议的影响，
都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
英国和欧盟及其他经济体贸

易关系因协议而变化，会如
何影响经济；二是协议影响
市场不确定性和信心，又会
如何影响经济。

从这两个方面分析，研
究人员预计，到 2030年，“脱
欧”会使英国经济总量比

“留欧”低 3.9%，按照 2016
年的价格计算，相当于1000
亿英镑。而从人均来看，这
两个数据分别为 3%和 1090
英镑。 □孙晓玲

英国智库称“脱欧”协议或让英国损失

德国理工类专业岗位缺口创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