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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味·国际

2019年仲夏，塞外大矿的
雨水依旧像往年那样丰沛，三
天两头下雨，时而零星点缀、时
而顷刻倾盆、时而彩虹闪现、时
而来去匆匆。总之，在时而与
时而的交错之中，始终夹杂着
不同方向、不同力度的风，正所
谓“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
年”。与关中酷似在蒸笼里度
过的三伏天相比，还真是很切
实际、很接地气的爽。

去年 6月，一位老哥送我
了一个灌状鱼缸，有了鱼缸就
想给里面装几条鱼，起码不让
它空闲，起码看起来有生机，出
于这样的理念，我便自带了装
备去我们 32层探亲楼旁的那
个人杰地灵的桥下，美食引诱、
愿者上钩。估摸大约 1小时的
工夫，便满载而归，回到房子，将所有
的鱼全部放入鱼缸，于是整个鱼缸都
沸腾起来了，一条比一条游得欢实。
可就这样没过多久，就有至少一半的
鱼漂了起来，没有了呼吸，是不是因为
缺氧？于是我将房子里的落地扇对准
鱼缸，并且将风速调至最大。我的想法
是空气对流，起码它们不会那么憋屈，
不会因缺氧而呼吸告急……然而，伤心
的事还是发生了，在经过了一个晚上的
挣扎后，它们全部漂起来了，或许是它
们野生惯了，或许是它们缺氧，或许是
它们为了爱情而选择集体殉情。总之，
太悲壮了，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这个事
使我有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迷。

时间在情愿与不情愿中
溜走了。前几天在同事的房
子里，看见他将两株老来俏
（又名彩叶草）在康师傅矿泉
水瓶子里养着，白色状胡须根
系委屈地蜷缩着，我便毫不犹
豫地连瓶子带走了。带回房
子后，该往哪里栽培呢？猛
的那么一眼，便相中了阳台
不起眼处那个已是尘埃的鱼
缸了，顺便下楼整了一缸泥
土，完后便给那两株老来俏
安了新家。3天过去了，就目
前来看，它们已经缓过了劲，
看起来比较舒坦了。

但凡接了地气，离枝繁叶
茂便不再遥远。我想，只要阳
光充足、温度合适，对于那两株
老来俏来说，即便是在鱼缸里，
也照样会活出风度。就像煤海
一线的铁血战士，只要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即便是在风沙漂
浮的塞外、工作枯燥的百米井

下，也会以永不磨灭的精神续写人生的
灿烂篇章。

鲐
背
姥
爷
的
幸
福
晚
年

鲐
背
姥
爷
的
幸
福
晚
年

人对一个事物陷入痴迷境界的时
候，是讲不出理由的。

你问他：“这为什么？”他答：“我也
不知道。”

我的姐姐，生长在农村，自幼至
老，喜欢剪纸，逐渐名扬乡里，十里八
乡都找她认师。姐姐欣然认徒，但分

文不取。
姐姐的剪纸，大体分为四类。一是

动物，虫鱼鸟兽；二是植物，花草树果；
三是静物，桌椅板凳；四是人物，男女老
少。姐姐生性聪明，见啥剪啥，惟妙惟
肖，真假难辨。一次，剪了一幅《猫捕
鼠》，贴在窗户上，谁见谁夸，简直和真
的一样。

有时，你在和别人说话，她竟悄悄
地剪了一幅《甜言蜜语》，即景，让人看
了喜到天上。她一生剪了多少剪纸作
品，谁也无法算清。有一天，我问姐姐：

“为啥这么爱剪纸？”她笑了笑说：“不为
啥，就是触景生情，见势就剪，由剪不由
人啊！”

我的邻居石叔，庄稼人，目不识丁，勤
劳耕作，为人和气，日子过得也算自在。

就一个爱好——爱秦腔，爱的程
度，没法形容。只要有戏，不管白天夜
晚，他都到场，一看到底。有一次，因为
看戏人多，台下乱挤，竟挤掉了他的一
双布鞋，赤着一双光脚板走了十里路，
天明才走到家里，他说：“鞋是挤掉了，
戏可记到肚里了，值乎值乎啊！”

石叔爱戏，却从来不唱、不学、不说，
全装在肚里。你如果对他崇拜的演员出
言不敬，他即与你“刺刀见红”，争得胜
位。记者采访他，爱戏的理由何在？他
哈哈一笑说：“爱戏要啥理由，你也问得
奇怪。”

不久前，他在电视上看到经典演员
蓝天野老师，90岁过了还在演戏、说戏、
导戏、策划戏。名，有了；钱，有了；房，有
了。这是为了什么还要继续？不为什
么。因为也已戏化、艺化、神化，不是人
的蓝天野，而是艺的蓝天野了。

人的追求，走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境界随之提升，物质、虚荣，一切身外的
东西，就像浮云一样飘然散去，只见纯，只
见真，只见美。

理由在这儿
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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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十局工会杯

全省职工散文大赛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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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像把杀猪刀岁月像把杀猪刀

岁月如梭，但每个时期却显得悠长。
岁月这把杀猪刀，有人主动挨了一

刀，离职南下了；有人忍小痛熬着，随着
减员分流下岗买断工龄，我调走了。

忽然间听说有的地方55岁一刀切，
才想起自己也快了。岁月这把不显眼
的钝刀，也将自己剁成了肉沫。滚滚
红尘，世事沧桑，坎坷曲折，岁月用
那钝刀终将你雕挖切割成另一种模
样。翻开当年大学毕业合影，那群英
俊少年，各有不同的造化，各有各的
成功与失败，如今境况差别很大。同
样迈出了大学门槛，同样的岁月里，
境遇不同，路径不同，却让岁月这把
刀雕刻成各式各样了。

岁月在不经意间流走，过去的事有
些已如烟散去，有些却积淀成今日之因
果。过去总记着这句话：“当你离开这
人世时，不应因碌碌无为而愧恨”，现在
看来恨岁月没有道理，往事已成往事，
只要碌碌谈何非得作为呢？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也不失为一种大气的心态。
细想这每一叶碎片中，都有着很多价
值。在工厂那碎片中，完成了婚姻，有
了儿子；在打工的碎片中，积累了人脉，
建立了一生的朋友，调我出工厂，帮儿
子安排工作，连现在的捧场都是那时结
交的挚友。更有我高中同学、大学同
学，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事情上出力不
少。由此我以为，人生的每个阶段、每

段路程都是有意义的，收获的事业成
果、人脉积累、经验教训各有千秋。正
是这些碎片组成了人生的内容，也许丰
富精彩，也许坎坷单调。

我发现平台很重要，平台大了，
价值高了，视野也宽，交际也广，朋友来
往也多，交友的层次也高，心情也顺
畅。走过多少路不要紧，关键是这路上
与谁同行，又与谁成了挚友。在这个人
际社会里，至友的给力是相当重要的，
人捧人高，人贬人低。一生中能有几
个真诚的朋友，乃是最大的财富和力
量。有人讲平和中庸，只顾自我，虽
然也走了不少路，可还是孤独无援，孤
家寡人，所以还应在路上与人为善，助
人为乐，学会舍得。很多人太自我，结
局是没人缘，碎片里没人气，碎片成
了瓷片。

怨岁月娇情，怨自己无情。岁月并
非是杀猪的钝刀，岁月是一路的风景人
文，岁月是伴我人生的里程碑，岁月是
我生命的长度与深度。有人以为当个
官，赚些钱，很是风光，但从长远看，这
观念局限性大，官也有区域性，甚至出
了这个院子就没威了，钱也只是改善生
活，办大事仍要有人情在先。还有人说
健康是最要紧的，人生的价值还要看生
命的长度，我以为也局限了，没有意义
和价值的熬着也无聊。

我的观点是厚道做人，认真做事，
用人格魅力去争取朋友，多做善事，尽
人事听天命。人在做，天在看，碎片中
定会有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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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理 由没 有 理 由 □□李沙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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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大年初六，喜逢姥爷九十六岁寿诞。
四世同堂的一大家子老老少少喜气洋洋欢聚一
堂时，姥爷远在美国定居的外甥打来越洋电话祝
寿，老人家握着手机笑得合不拢嘴：“我能吃能睡
能走能动，啥都不缺。现在社会真是好啊，家里
不愁吃不愁穿，出门就有私家车，国富年前又新
开了一家连锁店。去年家里又新盖了房子，我可
得把这福好好再多享几年啊！你一定要带着你
媳妇和娃娃回来多走走看看这些年国内的新变
化啊！”

鲐背之年的姥爷鹤发童颜，耳聪目明，走起
路来腰杆比年轻人还要挺得直。姥爷每天早晨
五点半起床，在屋子里走三十圈，早餐吃两个荷
包蛋、半斤牛奶后，就在家门口舅舅的友谊化妆
品连锁店干起“开心义工”。为此，姥爷常常被儿
孙后辈们戏谑为“全国最年长的营业员”，而且
还是个卖化妆品的“老汉”。舅舅也多次以“你这
是让人家笑话我不孝顺”为由劝他休息，但姥爷
总是一边微笑着捻须一边说：“正经过自己的日
子总怕人笑话干什么？我一辈子就是个闲不住
的人，你非让我闲着闷在家里不出来，坐吃等死
啊？这么好的社会，我可舍不得撒手去，我还没
活够呢！”

姥爷是河南沁阳人，祖上曾开过规模不小的
毛笔社。1948年，姥爷带着比他小五岁的姥姥，
从老家来到陕西，投靠在亲戚家。先是在西安的
金店里当伙计，后来金店倒闭了，就带着姥姥到
了扶风绛帐。起初是靠亲友给的二十本小说，每
天挑着走街串巷叫卖。姥爷姥姥没钱租房，借住
在一间逼仄的小黑屋里，晚上把门板卸下来当床
板，两个人靠着仅有的两斤小米，顿顿喝稀饭支
撑到了第五天，终于卖出了两本小说，才赶紧买
了些充饥的玉米面续顿。

之后，姥爷姥姥硬是靠这二十本小说，咬着牙过活了下来。
1949年西安解放时，挑了两年箩筐的姥爷，在绛帐小镇上已经盘
下了一间小门面，经营些文具和小百货。1956年公私合营中，识
文断字会打算盘的姥爷，被招进了合作社，从此成了新中国一名
光荣的国家工作人员。

退休后的姥爷，成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私营个体工商
户。干了一辈子商业的姥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自家门口开
起了小百货店。靠着诚信经营，店面由小到大。当舅舅舅妈所在
的国营工厂改制时，他们主动报名下岗，回家后接手了姥爷的百货
店，又逐渐使“老店开新花”，改为经营化妆品。九十年代起，得了
姥爷做生意不管卖啥，真经永远就诚信两字真传的舅舅，化妆品店
已经成为整个绛帐镇第一品牌的化妆品大店。进入21世纪后，舅
舅的化妆品连锁店仅在绛帐就已经开了三家，个个生意红火。

民生有幸，联短情长，从旧社会里为了活命逃到陕西的姥爷，
从没想过在新中国里这一大家人还能活出这般光景。每年写春
联，姥爷都倾情而投入，真的是浓墨重彩写不完人间春秋，千言万
语道不尽盛世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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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7 月 29 日，
在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
特朗普签署《“9·11”受害
者赔偿基金法》。据悉，
该法案将 2020 年到期的

“9·11”受害者赔偿基金，
延长 70 年至 2090 年。这
将使政府在未来 10 年支
付 102 亿美元赔偿金（约
合 700 亿元人民币）。该
基金系为“9·11”事件中
的一线救援人员和受害
者提供赔偿。2 月，该基
金负责人曾表示因资金
短缺，未来赔偿金额会减
少50%至70%。 □彭莹

俄罗斯副总理尤里·鲍
里索夫办公室 7月 29日发布
公告说，俄罗斯联合航空制
造集团下属苏霍伊公司已开
始量产第五代战机苏-57。

塔斯社援引公告报道
说，苏霍伊公司已开始履行
为俄国防部生产苏-57 的合
同。俄国防部将获得“最
现代化的”第五代多用途
战机，以提升俄空天军作战
能力。

苏霍伊公司内的苏霍伊
设计局当日在其发布的纪念
设计局成立 80周年小册子中
透露，苏-57已于 2019年投入

量产，俄国防部签署了采购 70
多架该型飞机的长期合同。

苏-57在实验阶段被称为
T-50 战斗机，由苏霍伊公司
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研发，
具有超音速巡航、高度隐形、
超级机动性等特点，用于取代
苏-27和米格-29等机型。

今年6月底，俄工业和贸
易部长曼图罗夫对媒体说，
国防部签署了采购76架苏-57
的合同。此前，俄总统普京
在国防工业发展问题会议上
说，俄将在 2028年前用这种
飞机装备俄空天军的三个航
空团。 □邢贺扬

俄罗斯开始量产苏-57战机

伊朗与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
和英国的官员7月28日在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碰面，就挽救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再做努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
巴斯·阿拉格希说，各方“谈得不错”。

伊朗官员 28日认定英国扣押涉
伊朗油轮违反伊核协议，同时指责英
方提议组建由欧洲联盟主导的护航舰
队带有“挑衅性”。

“谈得不错”
伊朗代表与除美国外的伊核协议

五国官员 28日晚些时候在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会面，尝试挽救伊核协议。

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在会谈结束
后告诉记者，会谈“气氛有建设性，讨
论得不错”。“我不能说我们解决了所
有事情，”阿拉格希说，但所有与会方
仍然“决心挽救这份协议”。

伊朗2015年7月与美国等六国签
署伊核协议，换取联合国解除制裁。
美国去年 5月退出协议，恢复和追加
对伊朗制裁，寻求全面阻断伊朗原油
出口。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一周
年之际，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今年
5月宣布中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伊
朗政府本月7日声称每隔60天是一个
时间节点，持续放弃伊核协议中的条
款，除非欧洲拿出保护伊朗利益的具
体方案。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
夫在会前呼吁与会方“冷静、专业、务
实”，希望伊朗扣押英国籍油轮一事不
会对会谈产生负面影响。

着手重启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 28日指责英方组

建由欧盟所主导护航舰队的提议有“敌意”、具“挑
衅性”，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拉比埃认定，海湾地区
安全必须由这一地区的国家维护。

英国和伊朗近期紧张关系升级。英方本月4日在
海外领地直布罗陀附近水域扣押一艘装载伊朗原油
的油轮，指认它向叙利亚运送原油，违反欧盟对叙利
亚的制裁。伊朗方面 19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悬挂
英国国旗的“史丹纳帝国”号油轮，指认它与伊朗渔船
相撞并违反多项规定。英伊双方互相指认对方扣押
油轮“非法”，要求对方释放油轮。

互扣油轮事件发生后，英国海军开始派遣军舰护
送“所有悬挂英国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
提议组建由欧盟主导的护航舰队，但响应者寥寥。

批评英方的同时，伊朗学生通讯社以与会议员迈
赫达德·拉胡提为消息源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
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28日告诉议会议员，伊方将重
新启动阿拉克重水反应堆。

重水又称氘化水，可用作核反应堆的慢化剂和冷
却剂，也可用于武器级核燃料钚的生产过程。依据伊
核协议，伊朗须改造阿拉克重水堆；改造期间，伊朗最
多可保存130吨重水；改造完成后，“配额”降至90吨；
超出部分，伊朗须移送至境外。 □闫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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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半岛电视台报道，7月25日，巴勒斯
坦总统阿巴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止与
以色列签署的全部协议。该决定于次日正
式生效。此举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巴以关
系及和平进程的担忧。

双方旧怨添新仇

“最强烈的言论。”法新社对巴勒斯坦
的决定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点燃巴勒斯坦
怒火的“导火索”，是以色列军队强行拆毁
数栋巴勒斯坦人房屋。

7月 22日，数百名以色列士兵和警察
进入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控制区苏
尔巴赫尔村的瓦迪侯穆斯区，出动推土机
对12栋巴勒斯坦人的建筑进行拆除。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当局声称，
“被拆毁的建筑物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建造得离隔离墙太近。拆除它们是‘安全理
由’所必需的。”阿巴斯谴责以色列此举为

“种族清洗行为”，表示巴勒斯坦中止与以色
列全部协议，原因在于“以色列当局‘无视’
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签署的所有协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新社指出，
阿巴斯政府的表态是巴以关系数月间恶化
的结果。该报道称，除房屋拆迁外，以色列
开始每月从代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收取的
税款中扣除约 1000万美元，用于向以色列
监狱中的囚犯及其家属付款。阿巴斯政府
则通过拒绝接受任何税收来抗议以色列的
举动。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目前以色
列政府共扣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税收高达

5亿谢克尔（约为1.38亿美元）。
此外，加沙边境地区多次爆发的流血

冲突事件，加剧了巴以紧张关系。自 2018
年3月底起，巴勒斯坦人定期在该地区举行

“回归大游行”抗议活动，与以色列军警对
峙。今年5月，抗议活动引发新一轮武装冲
突，造成200多人伤亡，成为2014年以来最
严重的一次巴以冲突。路透社近日援引一
名加沙官员的话称，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
约有21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

巴以旧怨未解，频添新仇。中国社会
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院余国庆在接受采
访时指出，事实上，巴勒斯坦曾多次宣布停
止与以色列政府的合作或联系。阿巴斯政
府此番态度强硬，说明目前巴以没有任何
官方接触的可能。双方关系处于严重互不
信任的最低谷。

对和平进程失望

“中止全部协议”意味着什么？英国广
播公司不无担忧地说：“过去 25年间，巴以
签署的协议涉及许多活动领域，包括安全
合作。目前尚不清楚，巴勒斯坦的决定是
否会延伸到其对以色列本身的承认，这是
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关键。该协议为巴
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自治
奠定了基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
德刚分析，20世纪 90年代以来，巴以之间
达成了多项协议，包括1993年后达成的《奥
斯陆协议》《希伯伦协议》《怀伊河协定》

等。作为弱势方，巴勒斯坦缺乏反制以色
列的手段，被迫以中止全部协议相威胁，使
巴以之间再次回到无协议的“冲突状态”，
以此阻止以色列采取更多损害巴勒斯坦利
益的做法。

有消息称，以色列拆除巴勒斯坦人房
屋后，美国在联合国两次拒绝了谴责以色
列的草案。余国庆表示，“美国一直以来都
是巴以关系最主要的调停者。如今，这个

‘调整者’成为完全和以色列站在一起的‘偏
袒者’。”

巴以冲突的根源在于领土争端。如
今，巴以和谈停滞已久，美国推出的所谓

“世纪协议”又搅乱一池浑水。阿巴斯近日
表示，“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不能出售和讨
价还价，它们不是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交
易。巴勒斯坦人民不会接受以色列占领现
状的延续，也不会接受美国支持的所谓‘世
纪协议’和平进程。”

“‘世纪协议’试图以经济援助为诱饵，
使巴勒斯坦放弃政治诉求，遭到了大多数
阿拉伯国家的抵制和反对。”据孙德刚分
析，美国政府近年来偏袒以色列的一系列
政策，如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加大对以色列
援助和军事合作、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
的主权等，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对美国政府
的信任。

核心问题“边缘化”

据“德国之声”电台报道，以色列拆除

巴勒斯坦人房屋的举动受到了欧盟和联合
国的抨击，被谴责“违反了国际法”。据悉，
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五国发表联合
声明称，以色列的拆除行为给“普通的巴勒
斯坦人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对和平进程
有害”。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阿巴斯表示，巴
勒斯坦人民若不能获得他们的全部权利，
地区和世界就没有和平、安全和稳定。同
时，他还表示仍然相信“全面、公正和持久
的和平”。

余国庆认为，若巴以重启新一轮谈判，
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美国做出公
平公正的新姿态，在关注以色列安全的同
时，也要关注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二是巴
勒斯坦内部要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在美
国、以色列、巴勒斯坦三方形成良性互动的
情况下，和平进程才有望重新开启。

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阿巴斯领导的
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巴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展示出合作意愿。在7月25
日的紧急会议上，阿巴斯提出“是时候执行”
2017年签署的开罗和解协议。哈马斯随后
发表声明，支持阿巴斯决定暂停与以色列的
所有协议，称“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
步”，同时呼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

孙德刚表示，巴以问题是中东热点
问题的根源和重中之重。打破和平僵
局还需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根据安理
会通过的有关巴以问题决议为基础，在

“两国方案”的框架下，通过政治手段一揽
子解决。 □李嘉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