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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浆水面汉中浆水面

汉中的许多风味小吃，名称十分
土俗，比如浆水面，土俗得没有什么
品位，可它是汉中小吃中的一绝，在
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胜过山珍海
味。汉中人只要一提起浆水面，马
上会想起“幺儿拐”这个地方，因
为幺儿拐的浆水面味道最好，历史
悠久，跟西安的“老孙家”“同盛
祥”代表了羊肉泡一样，而且是最好
最正宗的浆水面。

浆水面的原始创作者是汉中南
门一姚姓人家。相传刘邦封王汉中
时，一日，丞相萧何微服私访，行至南
门又饥又饿，便到一家面铺要店家煮
一碗面条。店主姓姚，在家排行老幺
（最小的一个），因年幼患病，成了拐
子（汉中人管“瘸子”叫“拐子”），因

“姚”与“幺”谐音，人称“幺儿拐”。为
了糊口，幺儿拐在街面开了一家小面
铺，可惜生意冷清，只能维持生计。
此时，幺儿拐不知客为何人，忙去操
办，但菜已用完，无其它东西做臊子，
突然想起三天前几片白菜洗净后放
在瓦罐里，后来自己不小心又倒进了
热面汤。他揭开盖一看，白菜已经发
黄，一股酸香味儿直往鼻孔里钻，舌
头一尝无异味。于是，幺儿拐就用这
酸白菜做了一碗面条端给客人。不
料客人食之大悦，又要了第二碗。食
毕问这是什么面，当幺儿拐说明原
委，那位客人想了想，即兴笔书了“浆
水面”三个字。客人走后，幺儿拐才

知那位客人是大名鼎鼎的汉丞相。
消息传开，食客如云，从此，幺儿拐浆
水面名声鹊起，生意火红。浆水面出
名后，汉中南门就被“幺儿拐”替代。
如今，汉中人说的“幺儿拐”指的就是
南门这个地方。

浆水面以原料普通、廉价、制
作简单、口味独特为特点，源远流
长两千多年而不衰，已成为寻常百
姓的家常便饭，深受汉中人的喜
爱。几乎家家常年都有窝浆水菜的
习惯，尤其是在汉中农村，则家家
皆备浆水盆，更有浆水缸，装一大
瓦缸浆水菜，常吃不缺。

做浆水面首先是炒浆水臊子，
即将窝好的浆水菜切细，干椒角断
成半寸长，嫩豆腐打成手指头大，
再佐以蒜苗、葱花，用青油爆炒，
起锅时加少许酸浆水，这样炒出来
的浆水臊子味道更加醇厚。做浆水
面的面条须是手工制作的擀面，面
和得软硬适度，擀得厚薄均匀，切
得宽窄一致，这都非一时之功。做
擀面的全过程，就是人的参与和感
情的投入，就是对面粉的再创造，
就是饮食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如
今，很多人用的是机械加工的面条，
但做出来的浆水面就比手擀面制作
的味道要逊色许多。

如今，在汉中的高级饭店、宾馆，
浆水面已经登堂坐镇，大受推崇，成
为食客们酒后的主食。因为，在人们
吃腻了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之后，显
示个性的风味小吃，常常给人一种新
鲜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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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着它，漏完之前我们肯定
把菜上齐。”服务员在我们点菜后转
身到服务台拿了一个蓝色沙漏放在
我们的桌角，我和同学相视而笑，却同
时凝望着这个像蓝色瀑布一样的小沙
漏，它的上面打着一个标签“15分钟菜未上齐，可免
单哦”。这是在成都的一家火锅店的场景。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它作为时间符号
存在于生活。最初是在哈尔滨赶火车，准备在附
近的一家李先生面馆吃饭，面馆属于半地下室，
推开门下了几个台阶，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坐
下，想着离开时也可以尽快出去，节省一切时间，
就在我向服务员点餐后低头玩手机时，她很快返
回来在我桌子上放了一个沙漏，我起初一懵，转
瞬间了然，很快面就上桌，而我也在它最后一丝
沙粒漏完前，吃光了碗里最后一根面。

沙漏又为沙钟，古代时就被发明为计时仪
器。儿时经常会在礼品店看到，很有意境，一直
被很多文人雅士喜欢。但是在当代被作为时间
测量的符号重新出山，着实让我们感慨。

在互联网时代改变着我们行走速度的同时，
社会也以跑步的形态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如果
你缺乏时间概念，很有可能被淘汰，所以似乎每
个人都很忙，甚至早上奔走时都要刷一下微信或
者新闻，吃饭上菜速度慢一些都会向服务员发
火，出门时父母的叮嘱都吝啬两秒钟回应等等，
但是忙碌的我们是否感觉到越发迷茫，你在忙什
么？你的生活中有什么？你的事业有什么成
就？似乎一无所有，又似乎什么都有……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写：“我还要
瞧一瞧我的骑士，他慢慢走向马车。我要玩味
他走路的节奏，他愈往前走步子愈慢。这种
慢，我相信是一种幸福的标志。”细细体味，一
个慢慢的步伐都能看得出幸福的节奏，那我们
何必去急于祈求幸福呢，也许它就在身边，只需
要你回首抓住……

确实，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讲究规矩，我们每天
都在争分夺秒，餐馆为了满足顾客心理也用沙漏
来做约束，我们经常会在公众号看如何利用碎片
化时间提升价值，然后像打了鸡血一样努力奋斗
一天，疲惫回去之后觉得我不适合努力奋斗……

但是，我们是否真正懂得时间的价值，是否
真正明白沙漏的意义，除了时间以外，沙漏象征
着爱情、友谊和幸福。人除了经济属性以外，还
有社会属性，也就是生活，那是人的属性，是时间
不能剥夺的……

愿每一个人都能在
时间流逝中享受爱情和
友谊带来的幸福感。

““医 生医 生””□□贾培熙贾培熙

我不会玩手机，但我已经玩坏了几部
手机。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当初的小灵
通，还是后来的三星和华为，都是娃们玩旧
了退给我的，这些机子在他们手里，怕也是
有“病”在身，气息奄奄，在加上我不知道爱
护，瞎胡折腾，自然一个个早早就“寿终正
寝”了。

我现在口袋里的这个“华为”片片，是
去年国庆节时，女儿花几百块钱给我买的，
和我盖的被子一样，从里到外都是三层

新。但三层新的也罢四层新的也好，自个儿
不会使唤，那就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
我为了扫“盲”花了很大工夫，投张拜李，寻了
几个师傅，终于学会了一个功能——在备忘
录上写字。这对我来说，真是喜莫大焉，因为
喜欢写文作诗的我，不用再在纸上写写划
划、涂涂改改了。有了这个本事，手机在我
这里不但派上用场，而且累得够呛。

我的创作激情大膨胀，膨胀到废寑忘
食的程度。卖手机的人对我说:“老爹，你可

不敢当‘低头族’，对眼睛不好。”我不听她
这一套，心想，不就是快死的人了，再不抓
紧时间写，肚里的东西永远见不上阳光了。

今晨，我正在手机上写文章，它却耍开
了死狗，随你怎么点，它就是如僵尸一般一
动不动，急得我大冬天头上直涌水。我跑
到院子里，找了几个我认为会摆弄这玩意
儿的师傅帮忙救治，谁料，他们和我一样没
水平，谁也治服不了这现代玩意儿。无可
奈何，我只好跑了很长一段路，到卖这玩意

儿的一个小门市去求“医”。人家小年轻
“大夫”真神，一看就说是死机了，我一听这
个死字，吓懵了，忙惊恐地问：“能修不？”大
夫反问：“好好的你要修啥？我给你重新起
动一下就行了。”结果，没一分钟，手机就完
好如初地送还我手了，我连声道谢，问“大
夫”要多少“门诊费”？人家摇头摆手，说下
次有问题了再来。

哎，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我这样
的“老科盲”，是该被社会淘汰了。

□□冯贵华冯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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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局势的三种可能

□□

秦
永
毅

秦
永
毅

白
色
的
影
子

白
色
的
影
子

晚饭后和妻子出门散步，忽然，
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只小狗向我
们跑来，以为它要攻击我们，吓得妻
子直往我身后躲，好在它很快在离我
们三五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歪
头默默地望着我们，我们重新迈步
后，它也跟了上来。

这是一只白色的小狗，毛发有
些凌乱，身上有点脏，一只耳朵像
折了一样耷拉着。原以为是从附近
哪个村子跑出来的小淘气，可是，
小狗到了第一个村口没进去，到了
第二个村口还是没
有进去，所有的村
子都走完了，小狗
还一直跟着我们。
我们走慢了，它停
下来等我们一会
儿，看我们走近
了，它撒开腿又跑
开。到了去程的尽
头，我们停住了小
狗也停住了，我们
扭头往回走，小狗
也跟着往回走。这
时候我们才反应过
来，原来这只狗是
一路跟随我们来
的。回来经过最初
遇见的地方，我们以为它会离开，但是它仍
然紧紧地跟在我们身后，直到发现我和妻子
根本没有理睬它的意思，才悻悻离去。

第二天晚上出门时，妻子笑着问我：“你猜
那只小狗今晚还会跟着我们吗？”“会”我肯定
地说，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果然，在上次相
遇的地方，我们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影子，它
似乎早早就在那等着我们。

像是电影里安排好的情节一样，它又跟着
我们。也许是感到有了依靠，小狗明显比第一
天活跃，它一会儿在马路中间转着圈咬自己尾
巴玩，一会儿又追赶过往的车辆，像个“人来

疯”。在寂静寒冷的夜晚，小狗的陪伴
给我们增添了一缕温暖。说老实话，
我们也动过收养它的念头，但是我和
妻子每天实在太忙，家里也没有安顿
它的地方，为了避免给它造成“愿意收
留”的错觉，一路上，无论它怎样卖力
表白，我们始终硬着心和它保持距离，
形同陌路地走着。

又到最初遇见的地方，我偷偷回
头瞄了一眼，发现它仍然开心地跟在
后面，一副要和我们回家的样子。已
经过了最初遇见的地方很远了，它仍

然痴呆呆地跟着，吓
得我们大气不敢出
地低头走路，再也不
敢乱看。马上要进
家门了，壮着胆子回
顾身后，没有发现
它。妻子说，狗通人
性，估计是看到我们
决绝的态度，识趣地
走了。

第三天晚上，远
远地我们又看见了
它，这一次，它正摇
头摆尾地跟在一个
背着手散步的人后
边，似乎是找到了新
的主人。妻子说：

“咱走慢一点，省得它发现了又贴上来。”眼看
它跟着那个人径直穿过前面的十字路口走远
了，我和妻子这才匆匆从十字路口左拐走进一
条偏僻的小路。走了有二三十米时，觉得身后
有异样，回头一看，那个白色的影子又跟了上
来，于是我们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对它不理不
睬……从去程终点折回来时，没有看见那个白
色的影子，不知什么时候它已经离开了。

第四天、第五天……从此以后，那个白色
的影子再也没有出现
过，但我从心里希望它
会有一个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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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月23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
宣称就任“临时总统”后，委局势持续紧
张。目前委总统马杜罗仍然得到最高法院
和军队的支持，但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干涉
正试图从经济、外交甚至军事等方面向委
政府继续施压。在此情况下，委局势发展
面临三种可能：马杜罗政府化险为夷、委反
对派成功“倒马”、马杜罗政府与反对派继
续僵持且与美国等国际“倒马”势力彻底撕
破脸。

瓜伊多1月23日宣称就任“临时总统”

后，美国随即予以承认，并表示将继续通过
经济和外交手段向委施压。同一天，马杜
罗指责美国公开策动委国内政变，宣布正
式与美国断交，要求美国所有驻委使馆人
员在72小时内撤离委内瑞拉。24日，马杜
罗宣布即日起关闭委驻美所有使领馆，并
撤回所有在美外交人员。26 日，法国、英
国、德国和西班牙要求委内瑞拉在8天内重
新选举总统，否则这几个国家将承认瓜伊
多为“临时总统”。

瓜伊多“自立门户”意味着委内瑞拉反
对派掀起了“倒马”的又一次高潮。委反对
派自2015 年年底赢得议会控制权后，就不
断掀起“倒马”运动，但在推动罢免马杜罗
的公投失败后，反对派开始将“倒马”的希
望寄托在外国施压和干涉上。此番瓜伊多
突然发难，一是利用了委国内经济形势严

峻、民众不满增多的背景，二是借助了美国
施压马杜罗政府和拉美风向右转致委政府
外交环境恶化的机会。

尽管马杜罗已经熟悉反对派的“套
路”，但此番委政府承受的国际压力也确非
此前几年所能比。在此情况下，马杜罗政府
采取了通过与反对派政治谈判来化解内外压
力的方法，这也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
会希望的危机解决方式。马杜罗1月25日表
示，愿意随时与反对派展开对话，但这一建议
遭到瓜伊多拒绝。目前墨西哥等国仍在为促
成谈判进行斡旋，随着委国内外局势的发展，
不排除双方重回谈判桌的可能。

不过，委反对派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将
取决于美国等国的施压策略能否奏效。
目前美国、加拿大和巴西、哥伦比亚、阿根
廷等美洲国家以及部分欧盟国家支持瓜

伊多，而墨西哥和乌拉圭承认马杜罗政
府，俄罗斯、土耳其、古巴、玻利维亚、尼加
拉瓜、伊朗等国支持马杜罗。美国还在寻
求切断马杜罗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表示
不排除出兵委内瑞拉的可能。一旦美国
借机干涉或者外压导致委国内生变（例如
军队内部出现“倒戈”），都可能危及马杜罗
政府的稳定。

而如果委反对派和美国等国际势力短
期内未能“倒马”，那么它们就可能继续向
马杜罗政府施压。美国是委内瑞拉第一大
贸易伙伴，也是委石油的最大进口国。为
进一步打压委政府，美国可能对委内瑞拉
实施石油禁运等制裁。与此同时，拉美乃
至欧盟的部分国家也可能跟风美国。如何
在内争外压下谋求生存和发展，将成为委
政府面临的长期难题。 □毕振山

俄罗斯圣彼得堡1月27日举行一系列
活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保卫
战解除封锁75周年。

当日，在雄壮的军乐伴奏下，2500名士
兵和军校生参加了在圣彼得堡冬宫前广场
举行的盛大阅兵式，“雨燕”飞行表演队等
也参加阅兵。

纪念活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到
位于圣彼得堡的皮斯卡廖夫公墓，向“祖国
母亲”雕像敬献了花圈。

普京在稍晚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表
示，列宁格勒被围困872天的经历永远留在
人们记忆中，列宁格勒军民所受的伤害无

法衡量。列宁格勒围困的解除对于列宁格
勒、俄罗斯乃至世界都是伟大的事件。人
们有义务将历史真相告诉后人，尽一切努
力不让历史重演。

当晚，圣彼得堡还鸣放礼炮、燃放烟花
进行纪念。

圣彼得堡原名列宁格勒。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军队封锁列宁格勒。
在从1941年9月8日到1944年1月27日近
900天的时间里，列宁格勒军民顽强抵抗，
赢得了最后胜利。在整个列宁格勒保卫战
期间，有60多万人死于饥饿和轰炸，全市共
有3000多座建筑物被彻底炸毁。□鲁金博

“2019茨厂街年味节”1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
隆坡举行。舞龙舞狮、抖空竹、潮剧演出、街头绘
画等活动让市民提早感受过春节的气氛。图为
当日人们在年味节上观看潮剧表演。 □朱炜 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月
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国际
社会警惕正卷土重来的反犹太主
义和不断涌现的新纳粹组织。

联合国当天举办“国际大屠
杀纪念日”纪念活动。参加活动
的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表示，当
前，反犹太主义越来越严重。根
据美国的反诽谤联盟数据，2017
年美国反犹太事件增加了 57%；
2018年欧盟基本权利局发布的报
告也显示，28%的犹太人仅仅因
为是犹太人就遭受过某种形式的
骚扰。

古特雷斯表示，与此同时，
新纳粹组织数量正在增加。一些
组织专门招募对社会不满的普通
人，煽动他们对犹太人、少数民
族、同性恋等群体的仇恨，并怂
恿他们接受武装训练。去年 10
月，美国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发
生枪击事件，造成 11人死亡。这
一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
反犹太袭击”。

“当前甚至还有人企图篡改
大屠杀的历史，歪曲大屠杀的规
模。”古特雷斯说，反击仇恨言论
对于预防仇恨犯罪至关重要。他
已要求就联合国系统在打击仇恨
言论方面的工作进行评估，并制
定一项全球行动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
德国在波兰设立奥斯威辛集中营，
包括大批犹太人在内的约 110万
人在该集中营被杀害。1945年 1
月 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威
辛集中营。2005年 11月 1日，第
60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
过决议，决定将每年 1月 27日定
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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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1月28日宣布，对委内瑞拉
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委内瑞拉
石油公司是委国有企业，是该国财政收入和
外汇的一个主要来源。该公司在美国境内的

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美国政府 23日宣布承认委内瑞拉议会

主席、反对党人士胡安·瓜伊多为委“临时总
统”，并称美国将继续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
向委内瑞拉施压。 □刘品然 刘晨

美国微软公司日前在其“前沿”浏览器
（Edge）中推出一项假新闻提醒功能，以期
减少虚假信息对互联网用户的误导。

微软公司称，“前沿”浏览器使用的是
新闻评级网站——“新闻卫士”技术公司提
供的新闻分级服务。

目前，微软已开始在其“前沿”浏览器
的所有移动版本自动安装这项服务。用户
只需在浏览器设置中的“新闻分级”选项里
开启“在地址栏显示分级”功能，就可享受
这项服务。

“前沿”浏览器显示，“‘新闻卫士’聘用
训练有素的记者和编辑，根据新闻业的可
信度和透明度标准来评估新闻网站。”

“新闻卫士”表示，已对 96%的美国英
文在线媒体进行了评估，该公司还计划将
新闻分级服务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尽管“前沿”浏览器在全球互联网浏览
器市场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业内人士评论
说，这一服务无疑是微软公司对抗虚假信
息的有益尝试。

不过，“新闻卫士”的评级也遭到一些媒
体的“抗议”。比如，英国《每日邮报》近日就
对自己被评为“不可信新闻网站”表示不
满。也有评论认为，面对鱼龙混杂的互联网
信息，除了人为的评级方式，还需依赖技术
手段。目前，已有一些科技公司正在利用人
工智能等技术在这方面开展尝试。 □程瑶

当地时间 2019 年 1 月 28 日，在西
班牙马德里，出租车司机持续无限期
罢工，抗议 Uber 和 Cabify 等网约车。

抗议者封堵了马德里的一条主干道，
与警察发生冲突。

□张茵 摄

西班牙出租车持续罢工抗议网约车西班牙出租车持续罢工抗议网约车 封堵马德里主干道封堵马德里主干道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俄罗斯纪念列宁格勒保卫战解除封锁75周年

微软在“前沿”浏览器推出假新闻提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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