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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夜，风轻，微凉。我
一个人独自坐在路边广场，任思
绪飞扬。

春风吹绿了冬日的枯黄，带
来了一季的花红草绿，燕飞鸟
唱。孕育着夏的丰收与秋的苍
茫。冬去春来，一切都充满新的
希望。

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
在不停变换，人生的一切亦是
如此，我们总渴望与朋友心灵
相通，追忆逝去的纯真，可云水
禅心、人生如梦，一切的一切都
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发展。
所以抱着平常乐观的心态，让
自己的人生可以在时光的树
上开出淡雅的花朵，让岁月在
时 光 的 陌 上 刻 出 深 深 的 痕
迹。我也在平淡的生活中浅
浅地相遇，静静地收藏……

垂柳婆娑抒春意，春天在
绽放，人生何悲伤？因此我永

远不会停驻自己前进的脚步。
时光匆匆，不知不觉间，已走过
了一半人生，既然留不住韶华
依旧，那就学着优雅地生活。
每天看书、读文字，给笔墨添
点幽香，不辜负自己的人生时
光。人的一生山高水长、路远
事多，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费尽
心思地去懂你，所以只有自己
守着一腔誓言，去平静地等待
每一场花开，不管时光如何
蹉跎，我依旧以自己的方式，
包容、珍惜生活中的一切欢
乐忧伤，因为在平淡的日子
里有很多风景，曾丰盈了我
的岁月山河。

光阴在人生的道路上匆
忙，“日移花影更婆娑”。此刻，
似乎有一点，若有若无的寂寞
在心头，这也许就是春风来
过，在心头留下的痕迹。在
春的暖阳里也让我明白，曾
经无法释怀的痴痴缠缠，纠
结和释怀也只不过是一个转
身的距离。

人生路上的光影
□李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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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是家乡的一种夏熟作物。
秋日里，农人们播种下豌豆的种子，锄草灭

虫，精心侍弄。待到三四月间，一地豌豆便从粉红
色的豆花中生了出来，当它还是瘪线无粒时，孩子
们就谋算着去豌豆地畔摘食尝鲜。大约四月底前
后，豌豆就渐渐变得籽圆粒饱，这当儿更是孩子
们欢乐的时光。民谣“豌豆角儿不纳粮，过来过
去摘着尝。”于是，孩子们就一天到晚三五成群地
扑在豌豆地里，尽情摘食那鲜灵灵嫩闪闪的豌豆
角生食。像给鱼儿开膛
破肚，用手将豆荚从脊梁
上豁开两半儿，搭嘴用牙
齿捋去那嫩绿嫩绿的颗
粒嚼食，只觉味儿津津
甜，口齿留清香。皮儿也
不能扔，而是将其对折，
用食指和拇指慢慢地往
前一捻，那连在一起的皮儿便没了半点纤丝，照样
能食，名曰“打连子”。

五月初，在阵阵熏风的吹拂下，豌豆逐渐变
得像将要老的“蚕宝宝”，通身发白变亮，豆荚圆
鼓鼓、胖嘟嘟。这时就生食不得了。孩子们唱
着“尖尖脚，上南坡，提老笼，摘豆角，摘一笼，煮
一锅……”的童谣，兴高采烈地去田间摘那半嫩不
熟的豌豆角。母亲将孩子拿回家中的豌豆角连
皮放锅内烧煮，约半个小时就熟透了。趁热捞出
来，盛放于盆、碗之中放在桌中央，举家围坐一起
津津有味地食之，热热闹闹地说之，畅畅快快地

笑之，一派融融和谐气氛，可谓人间天伦之乐。
南风徐徐吹着，吹得豌豆蔓枯了、黄了，豌豆

荚干了、熟了。这当儿，农人们一齐出动，将一地
豌豆连荚带蔓滚毛蛋般地割了，挑回家摊在场院
中，套牛拽碌碡碾打。五月天多雷雨，每每正在碾
场，忽儿天公不作美，电闪雷鸣，顷刻暴雨。人们
失急慌忙将碾出的豌豆颗粒用扫帚扫在一起，扯
一些豌豆蔓苫了。

五月的天是孩儿脸，说阴就是雨，说晴见太
阳。天放晴时，场院里还积着水潭，孩子们便一个
个手持搪瓷碗，跑出家门，忙着去场边捡那碾场时
迸溅在外，被雨水浸泡得胀乎乎的豌豆粒。拿回家

长豆芽，或让妈妈拌点椒
盐，调了油，用铁勺儿炒
熟，吃起来油香油香的，
那味儿不亚于城里儿童
所食的现代食品棋子豆。

久违的家乡豌豆，如
今想吃只有在梦中了。

一地豌豆
□田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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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晨练，驻足道旁树前。见树下
落满大小的东西，不细心看还真像桑
葚，仔细在树枝间找寻，却见那青翠叶
间停驻着好几条大虫子，养尊处优，身
子 壮 硕 富 态 ，正 津 津 有 味 地 啮 食 绿
叶。树下类似桑葚的东西正是那虫子
排泄的粪便，而本应该郁郁葱葱的树
叶有的只剩下枝条，光秃秃的好不丑
陋。一向爱树的我，不由得怒火中烧，
从附近折下枝条猛抽。那虫子受到意
外攻击，猝不及防掉了下来。好家伙，
这是我见过体型最大的虫子，浑身似有
鸡皮疙瘩起来。儿子用手机拍下这家
伙的照片，想通过识图软件辨别那东西
叫甚名谁，没有答案，又发到朋友圈，终
于有了答案，螺纹蛾幼虫，专食丁香、桂
花、女贞等树叶。我心里想，这些虫子
长大变成蛾、蝶，绮丽缤纷，其美丽简直

称得上惊艳，为什么对勤勤恳恳为人们
遮荫挡雨的道旁树下此毒手。

过了几天，黄昏散步又有新发现。路

旁一棵树的叶子全无，只剩
下光秃秃的枝条，心生疑团，
走近一看，树下躺着几条已
经死去的虫子，干瘪恶心。
原来，那厮再无树叶可食用，
吃得胖胖的躯体从高树上重
重摔下，这就是贪得无厌的
下场，愚蠢的家伙。

在院子里种菜时，发现
一丛小茴香出了问题。类
似毛发样的茴香叶越来越

少，枝端形状也大不正常。仔细一看，整
个植株被许多虫子牢牢盘踞，美滋滋享
受着，用枝条拨弄它，竟从头部猛地伸出

两个长长尖尖的触角，红红的，浑身又起
了鸡皮疙瘩。看着那被折磨得痛苦不堪
的茴香，索性割断，扔在一旁，也不搭
理。儿子还用手机拍下，百度出来，原来
这家伙叫茴香虫，专食小茴叶。割断的
茴香渐渐在高温下萎缩，仅剩的叶子也
干枯了，一触即碎。茴香彻底被干掉
了。那些虫子还在枝条上，只是慌乱地
来回蠕动爬行，应该是寻找食物。树倒
虫子散，我一下子想到了这个词。本来
依仗某些势力干着坏事，靠山倒下的时
候，就是他们末日来临的时候。虫子们
很愚蠢，哪里懂得这个道理。

自古人们都喜欢两种虫子：春蚕和
蜜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悲壮
的色彩很浓。原意是讲爱情的，但对于求
知对于信仰却是可以互通的。罗隐“为谁
辛苦为谁甜”，堪称奉献者的真实写照。
大千世界中，像春蚕蜜蜂一样“为他人作
嫁衣”的人们颇值得敬仰。有了许许多多
这样的虫子，活着才是一种真幸福。

昆 虫 小 记昆 虫 小 记
□舒添宇

搂柴禾就是用竹筢或铁筢，搂掉地上的麦子
秸秆或柴草树叶等，再经过收集，晒干后用来烧火
做饭、煨炕。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生活艰难缺吃少穿，
人们还发愁做饭取暖的柴禾不够烧。当时生产队
夏秋大忙后，会将有限的麦秸、谷秆等分给各家各
户。我家 8 口人，烧火做饭的柴禾不足令父母时
常头疼。作为长子，搂柴禾便是我少年时期夏忙
干得最多的活。父亲从杜曲街道买回一个有 12 股
铁丝带钩的铁筢子，每天一放学我就在村外割过
麦子的麦田搂柴，有时也在村道旁搂柴禾，以供家里
烧水做饭。

在收割过的麦田里搂柴，铁筢木棍斜搭在左肩
头，左手从肩头扶住铁筢棍，右手攥紧棍并下压，弯
着腰，眼睛向前看，哪里有柴禾就在哪里搂，满头
大汗地搂满后可在麦茬地选一个中心点卸下柴
禾，以此再向四周去搂柴，待铁筢内的柴禾搂满
后再用手卸下继续搂。

在樊川村庄外桃园搂柴禾
离家近，吃喝也方便，返回前将
一堆一堆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柴
禾集中在一起，用麻绳反复捆
绑扎紧，然后用木棍将柴禾挑
起艰难地背回家。有时搂得柴
禾过多，就用架子车装并用绳
捆紧后往回拉。

樊川田块较小，面积不大，
搂柴的主战场则在少陵塬上数
十亩的大田野。上塬搂柴前须
吃饱喝足，拿上麻绳和一玻璃
瓶凉开水，掮上搂柴筢。当时
和搂柴的伙伴上塬来到北门
外、建塬、三炮台和大坡口等处
摆开战场，掮上铁筢来回跑着搂柴。

烈日炎炎似火烤，麦田干裂土烫脚。搂柴不能
穿麻鞋或凉鞋，因为坚硬直立似针刺的麦茬会扎
伤脚，既疼痛又影响搂柴。家里贫穷穿不起军用
鞋，我时常穿着母亲为我缝制的布鞋满地跑，用不
了几天，完整的黑布鞋就被数不清的麦茬扎了许
多窟窿眼，鞋面两侧和前面最易扎烂……搂柴很
辛苦，在炎热无荫的麦茬地里，按压着筢棍搂柴
禾，热了，撩起衣角擦把汗；渴了，喝几口水又去
搂。我们搂柴的伙伴们在麦茬地你追我赶，四处
寻找哪里柴禾多，恨不得将地里的柴禾彻底搂完。

秋冬季，田间无柴可搂。我就挎上担笼，到潏河
旁、树林间、公路旁去搂干柴草、树叶等，还用硬铁丝
一个接一个地扎过白杨树、桐树叶子，以供烧火做饭
烧炕取暖用。

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使人民群众过上了美好幸福
的生活。如今哪个青少年搂过柴、拾过谷穗？可能
连搂柴的竹制或铁制搂柴筢子都没见过，更不知晓
在那异常困难时期的劳动场景，时常令人忆苦思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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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针对美国政府对华产品加
征关税的做法，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
工作小组共同主席、华盛顿州民主党
联邦众议员里克·拉森表示，美国政府
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损害美国工
人与消费者利益，不利于美国经济，也
无助于解决两国经贸问题。

拉森表示，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
口的 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
税率由 10%提高到 25%会推高美国消
费品价格，更大范围影响美国民众生
活，并将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投资机构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
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政府目前对中
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将导致美国
核心通胀率上升 0.2 个百分点，如果
对剩余约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美国核心通胀率将上升
0.5 个百分点。

拉森于今年 3 月率领美国国会民
主、共和两党议员团队到访北京和杭
州等地，与中方高层官员和中美两国
企业家进行交流，此次访华让他感受
到美中之间继续发展贸易的强烈意

愿。他说，关税并不是解决两国经贸
问题的正确途径，双方应避开使用关
税工具，找到解决问题的其他方法。

拉森表示，尽管当前美中经贸关
系出现一些摩擦，但华盛顿州与中国
的贸易往来、以及美中两国之间的整
体贸易往来仍将继续，只是这种双边
贸易将更为昂贵。

拉森极其关注美中经贸磋商，因
为他所代表的华盛顿州的最大出口
市场就是中国。他表示，华盛顿州对
于贸易的依赖程度很高，40%就业岗

位与贸易相关，而他的家乡斯诺霍米
什县，贸易更是支持了当地 60%的就
业岗位。

拉森认为，目前美国政府对中国
采取的强硬政策立场不会达到预期
目标，关税策略也不明智，两国关系
既面临挑战也相互依存。而作为国
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主要领导者，
拉森表示将继续邀请在华工作的美
国人和中国官员到国会交流，加强相
互沟通，并促进美国民众对两国关系
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高攀 刘杰

美政府加征关税损害美国工人与消费者利益

美研究：吸烟、饮酒等可能导致骨质疏松
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除年龄、性别等因素外，骨质
疏松还与吸烟、饮酒、药物等
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容易导
致线粒体受损，从而引发骨
质疏松。

线粒体被称作细胞的“能
量中枢”。这项新近发表在《美
国实验生物学协会联合会杂
志》上的研究指出，吸烟等因
素可影响线粒体功能，导致破
骨细胞增殖，引发骨质疏松。

在动物骨骼的新陈代谢
中，破骨细胞会分解骨骼组
织，而成骨细胞会形成新的

骨骼组织。如果破骨细胞过
度活跃，就可能导致骨质疏
松等疾病。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
究人员发现，线粒体功能障
碍会导致一系列症状，其中
包括影响一种被称为巨噬细
胞的免疫细胞。这种细胞不
仅能“吞噬”病毒等“入侵
者”，还会在一些情况下转化
为破骨细胞。

研究人员说，未来他们
将研究如何通过保护线粒体
功能来预防骨质疏松。

□葛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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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刘强 作作

5 月 12 日，阿联酋富查伊拉酋长国海
域发生了多艘民用油轮惨遭破坏的重大事
件。在美国航母战斗群压境波斯湾、美伊
关系达到“临界点”的背景下，这一突发事
件让中东局势更趋紧张，美国和伊朗的博
弈也更加复杂。

事发海域距霍尔木兹海峡140公里

作为事件发生海域的主权所属国，阿
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4 艘
货船在阿曼湾阿联酋领海的富查伊拉海岸
遭遇到“破坏行动”，该行动没有造成船上
人员伤亡，也没有化学品或燃料泄漏。

尽管阿联酋外交部并未指认嫌犯且未
透露船只相关信息，但阿方严正指出，对民
用船只的破坏和对船上人员安全与生命的
威胁“是一种严重的事态发展”。

海合会秘书长扎耶尼谴责了此次破坏
行径，宣称这是“一种严重的升级行动，表
明了谋划并将其实施的那些人的邪恶意
图，这破坏了该地区海上交通的安全，并威
胁到船上人员的安全与生命”。

换言之，尽管阿联酋、沙特和海合会都
未清晰点出此次事件的疑凶，但在当前海
湾地区复杂诡谲的局势之下，特别是美伊
交恶加剧且面临冲突“临界点”、沙伊对抗
僵持不下的背景下，其矛头所指早已不言
自明。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对该事件表
达遗憾的同时，也警告“不要让心怀恶意的
人阴谋破坏地区稳定和安全”。而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将领 12 日更是将美国
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称为打击“目标”。

沙特、阿联酋与伊朗之间实际上已经
打起了不点名道姓的“口水仗”，这让本就
疑点重重的油轮破坏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富查伊拉港距离霍尔木兹海峡仅 140
公里，5 月 2 日美国对伊朗石油进口国制裁
豁免终结，其中一艘遇袭沙特油轮又正准

备前往沙特港口，计划装载原油交付给美国
客户。这诸多线索使得美国海运局发布警
告，提醒船只在经过相关地区时保持警惕。

将削弱美对伊石油制裁成效

在美国对海湾地区大军压境的情势
下，此次油轮蓄意破坏事件不可避免地对
中东局势会产生影响。

首先，美国与伊朗之间围绕石油的博
弈会更加复杂。作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产
油国，石油出口关乎伊朗国民经济的命
脉。特朗普上台以来，不遗余力展开对伊
朗的打压，先是单方面退出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再重启对伊经济制裁，并将制裁向石
油领域拓展。在经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
盟友整合之后，美国最终从经济上将伊朗
石油出口的大门堵死，相关国家和地区临

时性的伊朗石油进口制裁豁免被中止。
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将伊朗所占据的国

际石油市场份额移交给沙特等中东产油
盟国，为伊朗石油的买家提供替代市场，
但阿联酋海域的民船破坏行动为相关国
家敲响警钟。

阿联酋富查伊拉港位处战略要冲，不
仅是该国唯一的多功能港口，也是该国唯
一一个能绕开伊朗把控的霍尔木兹海峡，
将石油输往印度洋的港口。不仅如此，全
球最大的原油储备中心也正在富查伊拉兴
建。美国妄图通过石油禁运作为扼住伊朗
咽喉的绳索，但此次事件会成为包括欧洲
国家在内的诸多伊朗石油买家抵制美国决
定的“理由”，从而在事实上削弱美国对伊
石油制裁的成效。

其次，海合会国家内部的分裂将更加

固化。随着沙卡断交危机持续发展，海合
会内部俨然呈现出阵营对抗的鲜明格局。
由于沙特高调宣称该国两艘油轮遭到蓄意
破坏，因此巴林及时跟进为沙特“站台”。
巴林外交部强烈谴责此次事件，称其目的
是威胁海上航行的安全与稳定，并敦促国
际社会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反对一切破坏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企图。

作为沙特阵营内部仍与伊朗保持着低
级别外交关系的国家，阿联酋在此事件中
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威胁而难以有回旋余
地，阿联酋声称正与国际机构合作调查该
起事件。

不仅如此，埃及、约旦和也门等沙特反
伊朗阵营盟友也纷纷谴责此次事件。卡塔
尔因沙特什叶派教士事件一度与伊朗产生
嫌隙，但两国关系已得到恢复。尽管沙特
与阿联酋均未点明此次事件的嫌犯，并且
此次事件的受害方为民用船只，但卡塔尔
方面未见就此事件公开发表看法。这反映
了海合会内部沙卡阵营之间的对抗因伊朗
因素而日益固化。 □钮松

美欲追加16亿美元预算加速重返月球
美国总统特朗普 5 月 13

日宣布，将为美国航天局 2020
财年的预算追加16亿美元，以
加速实现重返月球的计划。
特朗普当晚发布了一系列推
文阐述他对联邦政府 2020 财
年预算草案的一些调整。不
过，这些调整还需在国会获得
批准才能最终落实。

美航天局之前提交的
2020财年预算请求总额为210
亿美元，其中超过半数将用于
空间探索。4月中旬该机构又
提交了更新版预算请求，要求
再追加 16 亿美元用于加速实
现重返月球计划。

2019 年美国将迎来首次
载人登月50周年。3月底美国
副总统彭斯提出5年内美国宇
航员重返月球，这一时间表比
美航天局的原计划提前了 4
年。美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
登斯廷 4月 2日在航天局 2020
财年预算请求听证会上说，美
国将宇航员重返月球的计划
提前到2024年，目的是为了在
2033年实现登陆火星的目标。

1969年，美国宇航员乘坐
“阿波罗 11”号飞船登上月
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
宇航员先后登月6次。

□王萌萌

“油轮破坏”让美伊博弈更复杂

5 月 13 日下午，第二批由中
国政府提供的 71 吨民生物资抵
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西蒙·
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李宝
荣向委政府转交了这批由基本
药品和医疗用品组成的民生物
资。李宝荣说，这批民生物资代
表了中国人民对委人民的友好情
谊。在当前委经济民生出现暂时
困难之时，中方对委人民面临困
难感同身受，希望这批民生物资
能减轻外部制裁对委人民生活

带来的影响。
3 月 29 日，中国政府向委政

府提供了第一批民生物资。此
外，中方积极支持国际社会行
动，决定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捐赠一笔资金用于支
持委政府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保
障民生需求。 □徐烨 王瑛

→5 月 13 日，委内瑞拉首都加
拉加斯，第二批由中国政府提供的
71 吨民生物资抵达西蒙·玻利瓦尔
国际机场。 萨尔戈多 摄

中国向委内瑞拉转交第二批民生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