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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驾照考驾照

老杨经不住老婆郝丽的碎碎念，在一家驾
校报了名。科目一的考试很顺利，老杨一把就
过了。但到了科目二，老杨要么中途熄火，要么
是车身出线，一连考了三次都没过，还被单位的
同事笑称为“马路杀手”，这可把他急坏了。

这时，有同事调侃老杨说：“我看你是没给教
练送礼吧？我当年考驾照可没少送。给教练送
礼后，考试时，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准能过。”

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老杨当晚就跟老婆
郝丽商量，决定要给教练
送礼。只是，老杨的教练
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该送
点什么好呢？两人思来
想去，没个结果。

两天后，老杨下班
刚进门，郝丽就兴冲冲
地说：“今天我去郝青的
宠物店了，你猜我碰到
谁了？”

老杨笑着说：“还能
有谁，你妹妹郝青呗。”

郝丽眉飞色舞地说：
“错，我碰到你那位教练的老婆了。真没想到，
她很喜欢宠物，经常去郝青店里，这不，最近迷
上郝青养的那只蓝猫，爱不释手。郝青同意把
猫卖给她，但她可能嫌贵了，还在纠结。要不，
我们就把那只猫买下来送给教练的老婆吧？”

老杨听了一阵兴奋，当即表态说：“好，那就
送猫。”

隔天下午，郝丽打电话给老杨，得意地说：
“猫已经送出去了。你就好好练车吧，这次一定
能过。”

再去练车时，老杨发现教练的态度似乎比

往日温和了，眼神里好像也多了些特殊的含
义。老杨忘记了平日的紧张，也不再担心挨骂。
练车过程中，他时不时地看向坐在副驾驶的教
练，心里竟有些得意，仿佛抓住了教练的什么把
柄似的。

到了科目二补考的日子，老杨几乎不费什
么劲，竟以满分成绩通过了。接下来的科三和
科四，老杨也都顺利过关。

两个月后，老杨领到了驾照，买了一辆新
车。那天，他开车从郝青的宠物店门口经过，发
现了那只蓝猫。他越想越不对劲，便向郝丽问

个明白。
郝丽若无其事地

说：“其实，猫没送成。
教练的老婆是把猫给
抱走了，但教练当天又
把猫退回宠物店了。”

老 杨 很 是 吃 惊 ：
“还有这回事？”

郝丽说：“是啊。
那天，你们教练表明了
不收礼的态度，还向我
分析了你的情况，说你
之所以挂科，就是因为
开车时顾虑太多，过于
紧张，对自己没信心。

为此，他建议给你演一出戏，让你放下心理包
袱，也许这样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老杨听了，心里一阵感动。
郝丽又说：“你们教练还说，既然要学开车，

那就要学会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凭自己的真本
事考驾照，不要敷衍了事，不要麻痹大意，更不
要动什么歪心思和坏念头，否则既误了别人，也
害了自己。”

老杨皱了皱眉头，一时无言以对。
然而，只有郝丽自己知道，她从来没有送过

猫，也不认识什么教练的老婆。

美伊分歧 怎一个“恐”字能解

我家院子里有一株葡萄，记得
是 2013年翻新老宅后妻从娘家带
回来的。

六年前应该还是一
株小葡萄秧子，如今盘根
错节，一部分枝蔓越过院
墙伸到二叔家，一部分攀
着电线快到 3 米多高的
房顶了，还有一部分由于
当初搭的一人高的葡萄
架太低只得低垂在地
上。妻说了好多次让我
把葡萄架重新搭一下，可
我总以没有材料，“忙”为
借口推脱。

三月中旬，春意渐
浓，下班吃完饭天还亮
着，妻督促儿子写作业，
我思量着咋搭葡萄架。
我拿着圆头锨在园子里
挖了50公分深两个坑，找
了钉子、旧电话线，想着
借助院墙的高度不用锯3
米多长的方木，简单搭一
下就好了。父亲给我扶
梯子，我爬上爬下，固定
两根竖着的方木，忙活到
天黑，总算凑合搭成了。

第二天一大早，洗漱完毕正准
备上班，妻让我看昨天搭的葡萄
架，我回头一看：两根3米多高的方
木像“擎天柱”一般杵在园子里特别
扎眼，横着的梁胡乱放在上面，葡萄
架与整个院子显得格格不入，妻用

手晃了晃“擎天柱”，一下子斜向两
边，根部的土也松动了。妻说，这样
的葡萄架一阵大风就能刮倒，说得
俺这个大男人羞愧难当，我回她：

“等下了班拆了重搭。”
第二天下班后，我匆忙吃完

饭，先把昨天搭的葡萄架
拆了，重新挖坑，由原先
的 50公分挖到 80 公分，
找来电锯、卷尺、小锤、
大钉子等工具。院墙 2
米高，方木 3.8 米，埋在
地下 80 公分，用电锯锯
掉 1 米，两根 2.8 米的方
木埋在地下，院墙上正好
有 10 公分宽的砖沿，靠
近院墙那头就不用竖着
的方木。剩下的两根方
木锯成 4根一样长的，两
根与竖着的方木钉在一
起，各自另一头担在砖沿
上，短一点的两根方木
做横着的梁，两头用电
话线固定。妻又我让将
以前她搭的矮架拆了，
有四五根方木也做横着
的方木，她在下面递，我
在上面接，赶天黑前我
们将垂在下面的葡萄枝
蔓一一缠到新架上。

人生有太多的第一
次，说来好笑，已过不惑之年的我竟
然是第一次搭葡萄架。生活中许多
事因为没有经验，总想简单应对，差
不多凑合的结果往往是自欺欺人，
你欺骗了生活，生活一定会欺骗
你。还好，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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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现在无忧无虑地在小区跑来跑
去，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可它原先
不是这样，而是一只见人就躲、见人就
跑的流浪狗，老是藏在墙角夹着尾巴，
睁着一双茫然无助的眼神，伺机准备逃
窜的丧家之犬。

小黄是什么时候流浪到小区的，无
人知晓。但大家都知道小黄，因为它特
别机灵，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自然深刻。
小黄长着一身淡黄色的毛，身材均匀，
四肢结实，鼻头湿润无比，油黑发亮，尤
其是两个黑眼圈，立体感特别强，两排
长长的睫毛像两道刷子一样一张一合，
是一个标准的美丽“狗婆”。我们跟小
黄熟悉起来是因为吃蛋黄，单位里好几

个同事因为胆固醇偏高不吃蛋黄，常常
会扔在垃圾筒里。如果保洁阿姨收拾
得晚了，食堂又没有人，小黄就会偷偷
溜进来翻垃圾桶吃蛋黄。后来，同事们
发现了，就特意把蛋黄收集起来，给小
黄吃，喂的时间长了，小黄会主动跑过
来，或者在开饭的时候蹲在门口，等着大
家不吃的蛋黄。后来，有几个爱狗的同
事干脆一边吃饭一边把剥下的蛋黄给小
黄吃，慢慢的小黄胆也大了，就蹲在桌下
跟同事们一起吃饭。

很长时间以来，小黄对所有的同事
都摇尾巴，仿佛他们都是主人。可慢慢
情况变了，小黄不再对所有同事摇尾乞
怜。见了个别同事，总是夹着尾巴灰溜
溜地跑开，即使你手里拿着蛋黄，它也
不理你，甚至跑得更远。据说是有个别
同事嫌小黄是个流浪狗。小黄遭到了
这些人的白眼与踢打后学聪明了，见了
这些人，总是躲得远远的。

但小黄对少数几个同事却总是亲爱
有加，即使手里什么都没有，比如老傅。

老傅自己家就养着狗，是个爱狗人士，因
此对小黄也是格外疼爱。只要见了老傅，
小黄总是摇着尾巴跑过来，前后左右地围
着老傅跳。甚至躺在地上四蹄朝天，露出
白花花的肚皮，老傅用手在肚子上摸一
摸，小黄闭上漂亮的黑眼睛，一脸享受的
样子。

去年秋天，老傅好几天没有看见小
黄，有同事说小黄周末被一辆拐弯的轿
车压了，口鼻流血，连耳朵都流出了血，
全身压得像面饼一样贴在马路上，伤势
很重，奄奄一息，幸好被好心的同事发，
现送到了宠物医院。

现在，小黄学聪明了，平时绝不会在
小区乱跑，安静地躲在角落里，也从来不
出来吓唬小孩，只有在吃饭时间才出来。

生活教会了小黄适应，也教会了小黄
生活。从此，小黄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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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妻吵架，摔碟子拌碗，一村人都去拉架。结
果夫妻的架吵得更凶，劝架的人也被误伤。在农村，有
句俗话说得好，拉架要脸大。就是能劝得住，拉得起。
脸面微不足道的人，拉架反而会遭吵架的人嫌弃。

可不是，争吵动手，在家庭生活中不是闹矛盾那么
简单。有些家庭里平淡无奇的生活，需要吵一架，激
起一些涟漪，活跃生活气氛。有些家庭吵嘴，反倒
是夫妻间的情调或者调情手段。还有一种吵架，更
非常人所能理解。

有一对夫妻，日出上班，日落回家，过着平静的生
活。这时，一方的父母要来同住，即便是父母，也是小
家庭的“入侵者”。父母爱在院子树上拴根绳晾晒衣
服，夫妻喜欢在阳台晾衣架上晾晒；父母喜欢关了灯看
电视，夫妻喜欢开着灯听音乐……如此等等，都是些小
的不同的生活习惯。本来无关痛痒，彼此认同也就罢
了。但这个家是我的，因这种想法，夫妻期望老人用自
己的方式去适应，老人则期望用自己
的方式去处理。彼此不服，矛盾越积
越多。夫妻间，一方负气，一方也心
里认同，来住的老人就成了共同“对
付”的目标，但晚辈怎可撵走长辈，这
时候，吵架就成了武器。今天莫名其
妙，夫妻吵了一架，明天奇奇怪怪，夫
妻打了一架。长辈慢慢明白了，我们
已经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老人离开，
小家庭又恢复了宁静恩爱。这时候
去拉架，那就是拉架者自取其辱了。

你看分家产中，利益双方吵架，
不足为奇。可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利益攸关人有时候也吵架。为什
么？利益的对立面，是血缘关系的
手足。有些话说不成，有些事不能
做，但事关自己利益，又不能不争
取。这时，就自己吵架。一个唱白
脸，明确利益诉求；一个唱红脸，说你
怎可这样争夺。技术高超者，往往戏
份逼真，看着红脸的人义正辞严，一
腔正义，殊不知人家本来同床人，岂
做两家梦。这种情况下，聪明的人很少会去拉架——
这架你拉不了啊！

恋爱中的情侣吵架也很有意思。谈着谈着恼了，一
场架不期而遇。你不理我我不睬你。这种吵架有时是彼
此的冷静，让高涨的爱情火焰稍作休息；有时是彼此的考
验，看吵嘴打架能否灭了对方的爱欲；有时是一种撒娇，
我没来由就想欺负欺负你，让你怜惜。演技拙劣的，过
几天自然和好。实力戏骨，会通过吵闹增加感情厚度。

只有这些恋人的朋友，看得心急如焚，好好的一段姻
缘，可别吵崩了、打没了。其实呢，人家在戏里，知道演员是
自己，导演也是自己，只有戏外的观众“皇帝不急太监急”。

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只能自己医。因此，不管别
人怎么吵怎么打，若非真的有一方求上门来，最好做
个观众，少操闲心。每个人心里有秘密，每个朋友也
有自己不可触碰的空间。这些空间就像老虎的屁股，
不要轻易去摸，那是别人的隐私。他要哭，就让他尽情
地哭，留一些距离，给彼此尊严。

小黄的幸福生活小黄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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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研究人员发现抗菌新途径

44月月77日日，，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拉尔布尔地区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拉尔布尔地区，，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参与打击塔利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参与打击塔利
班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班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阿富汗政府官员阿富汗政府官员77日称日称，，阿富汗政府军在东部楠格哈尔省拉阿富汗政府军在东部楠格哈尔省拉
尔布尔地区对塔利班武装分子展开尔布尔地区对塔利班武装分子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 □萨菲萨菲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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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多家外媒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
特朗普政府计划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

“外国恐怖组织”。据英国路透社报道，这将
是美国第一次将外国军队列为“恐怖组织”。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分析称，此举有可能
招致对美军在伊朗部署的军事力量的报复。

以牙还牙 越闹越僵

近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举措不断加码，
美伊两国对抗的态势愈发明显。路透社近日
援引美国一位官员消息称，美国政府正考虑
在退出伊核协议一周年之际对伊朗采取额外
制裁措施。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6日报道，将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的计划
是美国国务院的官方决定，国务院已就这一
决定商讨数月。这表明，美国对伊朗的态度
日趋强硬。

美国与伊朗的对抗早已不是新鲜事。
2007年，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隶属于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负责海外行动的“圣城旅”，称其
支持恐怖主义，伊朗誓言报复。

近年来，美伊两国矛盾更加明显。2018
年 5 月 8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
伊核协议，表示要恢复此前为履行协议而放
弃的所有对伊朗的制裁，并将施加额外的经

济惩罚。
2018年 11月 2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全面

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多家外媒称，恢复对伊
朗制裁后，多达 700 个伊朗实体及个人登上
了特朗普政府的制裁黑名单。据悉，美国国
务院已将数十个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
关的个人与实体列入黑名单。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
交政策委员会主席赫什马托拉·法拉哈特·
皮什 4月 6日在推特上就美国的举动作出回
应：“如果美国政府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
怖组织，伊朗也会以牙还牙，将美军列为恐
怖组织。”

互信缺失 分歧增大

美伊两国分歧不断加大，美国不停挑战
伊朗的“底线”，伊朗也多次发出警告。“美伊
的地区秩序观不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副所长孙德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美国奉行集体防御原则，认为自己有保护盟
友的权利和义务。伊朗则认为海湾地区国家

应奉行集体安全，拒绝外部大国的军事干涉，
关闭外国军事基地。

特朗普上台以来，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
由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转向地缘政治博
弈，伊朗被认为是美国中东主导权的主要挑
战者之一。

在伊朗核问题上，美伊两国缺乏互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孙
成昊指出：“伊朗研制和试射弹道导弹，并认
为这是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自卫权。而美国始
终认为伊朗是在‘以时间换空间’，靠伊核协
议拖延时间换取秘密推进核计划的空间。美
国并不认可伊朗在核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

如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
降，尤其在叙利亚。“伊朗与俄罗斯和土耳其
走近，美国缺乏反制措施，故不断加大对伊
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孤立、封锁和制裁。”
孙德刚指出，美国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
恐怖组织，旨在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等地的地
缘政治影响力。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

伊朗重要武装力量，拥有陆海空三军，总人数
大约为12.5万人。

“一旦美国政府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定性
为‘恐怖组织’，将进一步制衡伊斯兰革命卫
队的力量。”孙成昊分析，美国或以“恐怖组
织”为由，禁止个人与企业向伊斯兰革命卫队
掌控的公司或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提供物资
与力量支持，如金融服务、培训设备、专家咨
询、武器、运输等领域的协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表示，伊斯兰革命
卫队掌握了伊朗国家经济 20%的份额，对能
源等重要行业存在控制。“在美国看来，伊斯
兰革命卫队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还掌握了
伊朗的部分经济力量。”孙成昊表示，美国“拉
黑”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为，也是想打击伊朗
的经济，削弱伊斯兰革命卫队扩大影响力的
经济基础。

各不相让 对抗升级

短期内，美伊分歧难以转圜。“特朗普倘
若真的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恐怖

组织’，必定会遭到伊朗的强烈反应，甚至不排
除伊朗的军事报复可能性。”孙成昊分析，此
前，美国就已经将部分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
的实体和人员加入“黑名单”。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指挥官贾法里就此发出警告，如果特朗
普政府指定革命卫队为“外国恐怖组织”，伊方
将把美军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相提并论。
言下之意，伊朗也可能将美国军队列为“恐怖
组织”，两国爆发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将会上升。

这还可能带来“热冲突”。“美国此举对以
色列和沙特等盟友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但有
可能发出错误信号。”孙德刚指出，美国中东地
区盟友在叙利亚和其他冲突点后可能因对“恐
怖组织”的误判而与伊朗爆发局部冲突。

多年来，恐怖组织专指非国家行为体，
“特朗普政府将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伊
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无疑扩大了恐
怖组织的范围。”孙德刚认为，美国此举也不
利于国际社会在反恐行动中凝聚共识。

倘若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恐
怖组织”的决定生效，还将引起更为广泛的连
锁反应。“伊朗政府势必采取反制措施，伊朗
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对抗将进一步加
剧。”孙德刚指出，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
党和俄罗斯将被迫“抱团取暖”，在叙利亚巩
固既有军事存在。 □杨宁 赵雪彤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日前
在推特上宣布，首批“太空蜜蜂”机器人
将在本月奔赴国际空间站，辅助宇航员
开展科研、维护等工作。

“太空蜜蜂”由位于硅谷的NASA艾
姆斯研究中心研制，外形是一个边长
约 32 厘米的立方体，重约 10 千克。
它装备多款相机组成视觉导航系统，
能够在国际空间站内自主飞行并规
避碰撞，并通过小型风扇“鼓风”提
供飞行动力。“太空蜜蜂”的能源依
赖电池供电，其能在电量将尽时自动
飞往补给站充电。这种补给站由

NASA 专门设计，装有对接部件将机
器人牢牢抓住。

“太空蜜蜂”可谓本领高强，既能充
当“自拍神器”记录宇航员的工作生活，
又能化身“检查能手”监测空间站中噪
音和空气质量，还能作为“贴心管家”助
人搜寻遗忘了的工具。此外，“太空蜜
蜂”配备了一个机械臂，既可协助宇航
员拾取物品，也能抓紧墙上的把手将
自身位置固定，以借机“歇歇脚”，减少
能源消耗，提高拍摄清晰度。

NASA一共制造了3个“太空蜜蜂”，
本月计划将其中两个送入空间站。恰

如其名，这种机器人能够像“蜜蜂”一样
形成编队、分工合作、协同完成任务。

“太空蜜蜂”并非人类首次在国际空
间站上部署小型机器人。早在 2006
年，NASA开始在国际空间站中试验代
号“球体”的机器人；2017年，日本宇宙
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将“内球”机器人送
入国际空间站日本实验模块；2018
年，欧洲航天局也开始在空间站“哥
伦布模块”验证“西蒙”智能机器人。
相比这些“同行”，“太空蜜蜂”具备从
充电到工作全自主运行能力，能够长
时间独立工作。 □胡定坤

“太空蜜蜂”机器人将赴空间站“上班”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药管局）
4 月 8 日批准一款抗艾新药上市，可用
于治疗未接受过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
成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新获批的药物 Dovato 是由固定剂
量的度鲁特韦和拉米夫定组成的单一
片剂，每日服用一次。其中度鲁特韦
是艾滋病病毒整合酶抑制剂，拉米夫
定是一种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该药
物由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研发，用于

治疗未接受过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并对
以上两种药物成分没有显示抗药性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美药管局抗病毒产品部主任德布
拉·伯恩克兰特说，目前艾滋病标准疗
法联合使用 3 种药物，该新药获批使
从未接受过治疗的感染者多了一种选
择。该二合一复方片剂无需使用第三
种药物，减轻了毒副作用和潜在药物相
互作用。

研究人员对总计 1433 名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展开随机、双盲临床试验，结
果显示新的复方疗法在降低血液中艾
滋病病毒数目方面，与由度鲁特韦、恩曲
他滨和替诺福韦构成的三联复方疗法具
有相似效果，而患者服药数量更少。

该药物标签上警示，同时感染了
乙型肝炎病毒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需要额外服用乙肝治疗药物，或考虑
其他治疗方案。 □周舟

美药管局批准一种抗艾滋病新药上市

印度研究人员最新发现，一
种先前未知的酶能够影响细菌
细胞壁的合成。以这种酶为靶
点，有望开发出新的抗菌药物。

印度细胞和分子生物中心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
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介绍，他

们在研究大肠杆菌时发现，一种
特殊的肽聚糖水解酶在细胞壁
合成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酶
可以“剪开”原有细胞壁，为新生
成的细胞壁组织提供空间，从而
实现细胞壁的扩展，让细菌得以
生长繁殖。

研究人员说，这种酶在其他
细菌中也存在。若能抑制这种
酶的功能，则有望开辟一条新的
抗菌途径，研发出能够杀死细菌
的新药。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是
弄清这种酶的分子结构并开展
新药研发实验。 □谭晓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