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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小包爬楼梯，风里雨
里快奔跑。”

这是快递小哥的真实写
照。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电商、
网购、外卖的普及，很大程度上
方便了百姓的生活，足不出户
动动手指，便可买到心仪的商
品，吃到想吃的美食，
享受到舒心的服务。
而这背后都离不开街
头巷尾、楼上楼下、风
里雨里在路上奔波的
小哥们。

小哥们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在城市的街
道留下一路的风景。
还记得网红快递小哥
在电梯间站着睡着的
帖子，还有奔波二十公
里送餐的杭州外卖小
哥和让他们心酸的工
资条……无论春夏，他们奔波
的脚步从未停下，只为将一份
责任和爱心送达；冷冷寒冬，匆
匆的身影从未停歇，只为将一
份信任和真诚送达。四季更
迭，变换的是应接不暇的商品
美食，不变的是诚挚的微笑服
务，是对生活的赤诚热爱。

这些路上的劳动者，没有
被生活的艰辛打倒，没有被莫

测的天气困扰；也没有因为简
单充分的劳动而自怨自艾，更
没有因为奔波后被误解而怨天
尤人。他们用辛劳换取报酬，
用服务赢得好评，用坚守播种
幸福，踏实作为，不与他人争高
低。风来，吹不倒；雨来，淋不
跑，在平凡中活出不平凡，在风
雨中拼出人生的乐观坚强。

当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不顺
心、不如意的时候，也许
会感慨生活确实不易，
但远没到山穷水尽的地
步。今天再大的事，到
了明天也许是故事。生
活如山，有人光鲜亮丽，
就有人负重前行。

面对小哥们，生
活就是一面镜子，你
对他笑，他便对你微
笑，你对他哭，回报你
的也必然是哭泣。

你以 将 就 的 态
度对待生活，生活也

将以得过且过的结果回报你；
而当你以精益求精的标准要
求自己时，生活也会回报给你
相对完美的结果。

在路上，是一种职业，也是
一种人生志向。在路上，不气
馁，不懈怠，始终保持昂扬态
势，负重前行，爬过生活的山坎
沟壑，必将徜徉在幸福的广袤
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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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花如同爱美，人皆有之。我就在办公室养了
盆君子兰，每天上班后就会欣赏一会儿。每每观
之，总有一种怡然的感觉，促使我带着轻松的心情
去开始新的一天。

随着昼夜更替，春去秋来，我的君子兰一天天
长大。只见它宽厚而黑亮的叶片整齐排列成扇
形，叶筋均匀，脉纹凸出，亭亭玉立，却没有一点浮
华，朴素得清清爽爽，优雅娴静中透出盎然生机，
让人赏心悦目。更让人惊喜的是，在三月初的某
个早晨，我突然发现在黑油油的叶片中间，花蕾竟

“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探出了脑袋，然后便骄傲地
从叶子中心慢慢绽放，一天天拔高，并顶着渐渐变
红的花蕊、膨大的花柱。不几天，盛开的花儿就像
是花柱上撑开的一把花伞，先是浅黄，慢慢变成了
粉红，完全开放后就成了只有君子兰花才有的鲜红
了，令人振奋，使人心旷神怡。

可是好景不长，一天中午午休，就在我独自观
其花卉、赏其花株，喜上眉头、美进心头的时刻，一
朵花突然从枝头跌落地上。虽然无声无息，但我心
里还是“扑腾”一惊，一种莫名的忧伤涌上心头，伤
心的泪水盈满眼眶。

就在我全身心沉浸在莫名忧伤中的时候，手机
里播放“云在青天水在瓶，闲来自听花落声”的歌
词将我唤醒。我信手拈起跌落的花朵，忽然觉
得君子兰的花即使落了，仍是鲜活的，依然有

绸缎的光泽和温暖。它脱离枝头的拥挤，自由
舒展地躺在那里，似乎比簇拥在枝头更有一种遗
世独立的美丽。

静心思量，在这个世界上，每天似乎都能听到
花落的声音。像梨花、桃花这样轻柔飘逸的花，我
从来都不将它们的凋谢看作死亡。它们只是在风
的轻唤声中，觉悟到自己曾经是有翅膀的天使，便
试着挣脱枝头，带给人们努力生长果实的希望。

不尝苦涩，就不知甜美，若没有花落，如何有花
开时的惊艳与赞美？花开是一种美丽，花落便是一
种精神。做人就应该学习君子兰的淡薄质朴，在物
欲横流的时代仍然保持生命的本真，坚守自己的灵
魂。花落既是结束，也是新生命的开始。只有聆听
了花落的声音，才会感受到花再次开放时的那份惊
喜和花开后的那份爱怜。只有心存花落的声音，才
能时刻提醒自己生命的宝贵而握紧每一寸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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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花落君子兰
□丁仕香

要说瓢儿卖得最火的地方，当属县
城里那条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在十
字交汇、商铺林立的街口处，三个一群、
五个一伙的农妇们将盛放在大大小小
的笆篓、不锈钢小盆、矮粗的搪瓷缸里
的瓢儿放置在路边的花台上兜售。仔
细一瞧，那些瓢儿又白又大，这里的食
客们都知道，瓢儿最是娇贵，它通灵性，
最喜爱干净，若是采摘的人身上汗味重
些，或是手上不洁净、动作粗鲁些，采摘
的瓢儿还等不到从山里运到城里就开
始打蔫、出汁、变黑，一看就不新鲜，吃
到嘴里，也就没有了那特有的香甜味。
所以，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农妇，总是卖
得最好。

拉下饼店的卷闸门，平娃拍拍手，拐
个弯，就从自家的饼店来到步行街十字交
汇处的瓢儿集散地。他在每个摊点前驻
足、细看，用那双卖了多年饼子，不用看
称也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的眼睛掂量着

这些盆、篓，哪个装得瓢儿多、成色好、够
新鲜，最适合做香甜的瓢儿馍，心里细细
咂摸着，仿佛看见明儿一早，那酸甜适口
的瓢儿馍被抢购一空的情景，嘴角禁不
住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无奈，此
时瓢儿正处新鲜上市，几个摊上的瓢儿

都因为要价过高而无法成交，
看着从这个摊转到那个摊，迟
迟也不肯出手的平娃，几个卖
瓢儿的农妇，抱起膀子，叉着
脚、撇起嘴，用眼角斜着平娃的
背影，不屑地从鼻中“哼”了一
声，用不大不小的声调调侃：“想
买便宜的呀，只怕是要等到天黑
了吧！”平娃也不恼，不紧不慢踱
到一大一小两个笆篓前，抬眼一
望，是祖孙俩。奶奶用手拨了拨

被风抚乱的银丝，殷切地对平娃说：“你看
看这瓢儿，多新鲜！”平娃漫不经心地问：

“多少钱一笆篓？”老奶奶张开五指，急切
地说：“一大一小两笆篓，只要五十元！这
要搁平常，一笆篓也得六七十了。”

她接着说：“我刚接到电话，两年没回

家的儿子今儿带着一岁多的孙子回村吃
瓢儿哩，可是家里没人，急死我了！这不，
回镇上的最后一班车是六点半，我着急赶
时间。我还从未见过我那可爱的乖孙孙
哩！”说到这，老奶奶那先前皱起的眉头这
会儿舒展开来，眼睛笑出一道弯月。这
时，一直站在老人身后的小女孩扯了扯她
的衣襟，仿佛在催促她。

听到这，平娃爽朗一笑，“行！”爽快地
掏出一张五十和一张十块的纸币给老奶
奶，老奶奶诧异地说：“多了、多了！”平娃
笑笑：“不多不多，这五十元是瓢儿钱，还
有十元，买这小姑娘手里的这支花！”

“这不值钱！”小姑娘和老奶奶连连
摆手说。“这是先前进城时从路边采的
马兰花，你要是喜欢，送你！”平娃接过
小姑娘递来的花，将那两张纸币又塞回
老人手里，催促：“快收拾收拾，赶车去
吧！”说完，将装满瓢儿的袋子拎到鼻前，
深深地嗅了嗅，胸腔里顿时充满了一股浓
郁的瓢儿香，在众人诧异的眼光里，平娃
一手拎着瓢儿，一手拿着那支紫色的马兰
花，哼着小曲，大步流星朝饼店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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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每次回家探母，我就忍不住会想起母亲房
间柜里的那个旧包袱，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用农村的老
粗布做成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里面既叠压着几十年
不穿的旧衣服，也存放着我们做儿女的不时给她添置
的换季新衣服。每次看着这包袱内的衣物，我就会发
呆，并眼里迅即涌出泪水，想到七十年前母亲随父亲出
来闹革命走南闯北，大概也是用它来包衣物的，甚至，
作为当年山区贫家女出嫁时父母给的几件朴实嫁妆，
也定是用它来包裹的。这习惯竟伴随了她快一辈子。

从这一老粗布包袱上反映出的，是母亲永葆革命
传统本色的品质，以及她值得尊敬、学习的一种可贵精
神。在母亲走过的九十多个春秋的人生历程中，也曾
有过山村女子出来干革命时腰束武装带、英姿飒爽的
青春靓丽时代；也曾有过换下八角帽、列宁装，梳理好
头发、穿上咔叽布、的确良的中年绚丽年华；更有过夏
穿老婆纱套装，冬穿羽绒服、驼绒棉裤的老年富态岁
月。但她的爱美，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这个老粗布包
袱，母亲的可敬可爱之处，正在于她这近一个世纪的风
尘路途中，于无数次的一包一裹之
下，所尽显出她作为一个农家女的
细心和永不褪色的朴素传统习惯。

我的母亲李秀兰，1926 年出生
在晋东南山区农村的一个教书先生
家里。我的外公叫李增芳，他考取
过清末秀才，兼之又学过中医，就在
家中坐堂行医并设帐教书。由于知
识分子家庭的开明，加之共产党在
沁源县这样的革命老区根据地宣传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母亲家的儿
女们多半都入了党，母亲十四岁时
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
作后的母亲，因天生聪明，善于接受
新事物，加之好学上进、办事麻利，
很快就承担起了党在乡村妇女救国
会中的重要领导工作。在艰苦卓绝
的八年抗战中，她为党做了组织发
展地方党员、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
策，在村里开办夜校、加办识字班、
带领乡村群众唱抗日救国歌曲等工作。为了有力支援
前方八路军英勇抗击日寇，她更是组织乡亲们，给八路
军送军鞋、做棉军衣、磨炒面，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
洪流中，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母亲抗战时期这光辉的一页，被载入了《开国将士
风云录》一书中。

2015 年 9 月，我的母亲李秀兰以“支前模范”西安
唯一代表的光荣身份，应邀进京出席了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九三大阅兵”观礼活
动，亲历了天安门广场的盛大检阅、观礼，并受到中央
军委总政领导同志的慰问接见。

想到这些，想到母亲曾在战火硝烟中的辉煌，以及
暮年荣享共和国给予的无尚尊荣，再看看眼前这一个
见证过母亲革命生涯历史的老粗布包袱，我不禁写出
一首小诗：

襆被束腰腰攲斜，沁源抗战一枝花。色容虽共封尘
改，风韵犹能荡寇沙。

谨以此，献给母亲和与母亲同时代的革命老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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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近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导致中美经贸
摩擦升级，有损双方利益，不符合国际社
会的普遍期待。双方采取真诚的合作态
度，以磋商方式讨论分歧，才是解决中美
经贸摩擦的唯一正确选择。”巴西瓦加斯
基金会巴中研究中心负责人埃万德罗·卡
瓦略这样说。

美国政府 5 月 9 日宣布，自 2019 年 5 月
10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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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13日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调
整加征关税措施。

卡瓦略说，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将对
中美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无
法让世界相信这是一个合理的、经过周密考
虑的、将全球利益放在首位的决定”。他说：

“这可能是谈判中的一种策略，但不是对世
界经济负责任的态度。”

卡瓦略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以政治来
左右经贸。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的决定，其实质是要打压中国经济发展。

“此次贸易摩擦中，我们看到的是，中
国一直在以建设性态度与美方进行谈判，
力争尽快达成一致，平息争端。但美国则
在不断施压，挑起争端，咄咄逼人。美国这
样的蛮横态度，足以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对
其产生恐惧。”他说。

在卡瓦略看来，在美国一再威胁之后，
中国调整加征关税措施，是对美国单边主
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应。与此同时，中
国一直表示希望美方回到双边经贸磋商
的正确轨道，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

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卡瓦略说，从长远来看，中美贸易摩

擦升级将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不景气。“解
决贸易问题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多边平台
进行对话协商，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一
些国际机构应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相
应作用。应从更合理、更有利于世界的
角度来进行谈判，为了世界的明天，美国
应采取合作的态度，与中国共同努力，尽
快达成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协议。”卡瓦
略强调。 □陈威华 赵焱

合作是解决中美经贸摩擦的唯一正确选择
——访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律专家埃万德罗·卡瓦略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美
国大使馆附近 5 月 19 日晚遭火箭
弹袭击，没有人员伤亡。伊拉克警
方在巴格达东部发现火箭弹发射
器，那里据悉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
什叶派民兵组织所在地。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如果伊
朗发动这类袭击，美方将作相应
回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借助社交媒体警告伊朗“别再威
胁美国”。

【靠近美使馆】

“一枚‘喀秋莎’火箭弹落在‘绿
区’中央，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伊
拉克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火箭弹
落点是靠近无名战士纪念碑的一
片空地。纪念碑所在开阔地往南

大约500米，是美国驻伊使馆。
巴格达中部能听到爆炸声，

“绿区”响起短暂警报声。
据一名警方人士透露，袭击发

生后，特种警察部队在距离“绿区”
大约 7公里的西纳区发现一个火箭
弹发射器，封锁这一区域。警方正
在搜寻嫌疑人。美联社说，巴格达
东部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
织所在地。

“喀秋莎”火箭炮造价低廉，打
击精准度差，但发射的火箭弹比普
通炮弹速度快、射程远。

“绿区”位于巴格达市中心，戒
备森严，是伊拉克政府机构和大部
分西方国家使馆所在地。美国
2011 年从伊拉克撤离作战部队以
前，“绿区”经常遭到迫击炮或火箭

弹袭击。美军撤离后，“绿区”偶尔
遭到袭击。最近一次是 2018 年 9
月，三枚迫击炮弹落在“绿区”，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

【考虑增警卫】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没有组
织或个人“认领”袭击，美国公民没
有受影响，“但我们非常重视”。

他说，美方不会容忍这类袭
击，“如果是作为伊朗‘代理人’的
民兵武装及其成员发动这类袭
击，我们将追究伊朗的责任，作出
相应回应”。

巴格达“绿区”遭火箭弹袭击
几个小时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推特”写道：“如果伊朗想打，那将
是伊朗正式的终结。永远别再威

胁美国！”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

员表示，“绿区”遭火箭弹袭击以
前，美国政府已经在考虑增派少量
人员加强驻伊使馆警卫。

美国驻伊使馆 15日宣布，国务
院已经下令使馆和驻库尔德自治
区首府埃尔比勒领事馆的非必需
人员撤离伊拉克。

美国本月早些时候向中东派
遣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一支战
略轰炸机特遣队，说旨在应对伊
朗针对美国的“可信”威胁，包括
伊朗所支持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
织构成的威胁。伊朗方面称美方
行动是“心理战”和“政治游戏”。

不过，美伊双方都表示，不希
望打仗。 □王雪梅

巴格达“绿区”遭“喀秋莎”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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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在
乌克兰首都基辅
议会大厅内，乌
克兰当选总统泽
连斯基举起象征
总 统 权 力 的 权
杖。 乌克兰当选
总统泽连斯基当
日在乌克兰最高
拉达（议会）大会
上宣誓就职，任
期5年。

□施歌 摄

草春晖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

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机构最近为东京研发
了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预测系统，并争取在今
年 6 月底之前开始试运行，希望能有助于大城
市及时应对暴雨灾害。

据早稻田大学 5 月 20 日发布的一份新闻

公报，虽然日本现在也制作并发布城市“内涝
受灾地图”和“洪水受灾地图”，但无法实时动
态预测积水深度，且可信度方面存疑。

公报说，为向城市居民提供更可靠的积水
信息，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等机构的一个
联合研究小组根据日本气象厅的雨量观测数

据和预测数据等，结合东京的地形、河流以及
建筑物密集度等，成功研发了暴雨时东京城
市内涝灾害预测系统。

公报说，这一系统可提前 20 分钟对东京
的暴雨内涝区域进行预测，每 5 分钟更新一

次，并用不同颜色来显示不同的积水深度。
研究小组认为，近年来城市暴雨灾害多

发，这一系统将有助于减轻城市暴雨灾害的
影响。相关预测方法不仅适用于东京，也可
在其他城市应用。

□华义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5月20日
再次公开建议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委执政党支持者 20 日举行游
行活动纪念马杜罗连任满一周年。
马杜罗在总统府观花宫迎接游行队
伍时说：“今天我向反对派再次提
议，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看谁能得到
更多选票。”

马杜罗说，反对派控制的议会目
前仍处于“非法状态”，重新举行议会
选举后将有望恢复国家立法机关的
合法性。他希望反对派参加议会选
举，接受挑战，与政府一起在宪法框
架内寻找和平、民主的解决方案。

委内瑞拉 2015年 12月举行议
会选举，委反对党联盟赢得议会多
数席位。2016年 1月，委反对派不
顾最高法院裁决坚持让3名涉嫌选
举舞弊的议员宣誓就职，议会因此
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状态”，无
法行使立法权。

根据委宪法，下一次议会选举
应在2020年举行。马杜罗今年2月
曾要求委制宪大会研究提前举行议
会选举，并在全国范围广泛征求民
众意见。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
危机。委议会主席瓜伊多 1 月 23 日自任

“临时总统”，得到美国、欧洲和拉美多国承
认。为逼迫委总统马杜罗下台，美国不断
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向委
施压。瓜伊多 4 月 30 日与一小股军人发动
军事政变但未成功。目前，委政府和反对
派对峙仍在持续，国际社会呼吁以外交和政
治手段和平化解危机。 □徐烨 王瑛

英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公
司 5 月 20 日公布的财报显示，公司在
截至今年3月31日的2018财年亏损36
亿英镑（1英镑约合1.27美元）。

数据显示，2018财年，捷豹路虎在
第四季度才首次扭亏为盈，实现税前
利润 1.2亿英镑。捷豹路虎表示，公司
业绩主要受到柴油车需求下滑、英国

“脱欧”和海外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
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施

佩特表示，汽车行业正面临多重逆
风，捷豹路虎将在近年来对新产品
和技术持续投资的基础上，把公司
变得更加精简、健康。

捷豹路虎为印度塔塔汽车公司
所有，在英国雇用约 4 万人。为提
升运营效率，捷豹路虎于去年和今
年两次宣布裁员，涉及 6000 个工作
岗位，并计划在今明两年大幅削减
成本支出。 □王慧慧

捷豹路虎2018财年亏损36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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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宣誓就职

日本研发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预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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