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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7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中
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克俭在气

候变化与核电作用国际会议高官论
坛上作主旨发言。 □郭晨 摄

中国代表：应对气候变化，核能作用不可或缺

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将降至2.3%

197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大概九点钟，屋外北风吹得呼
呼响，似乎要把房顶掀翻。上

房屋里，我们一家人正围着火炉烤红薯。
火炉是用废弃的水桶糊成的，里面烧的是从铁路边

扫回来的煤烟。蒸汽火车头冒出来的煤烟里有许多燃
烧不彻底的煤碳颗粒，我们叫它“飞碳”，飞碳加上一点
黏土团成煤球，冬天生炉子取暖刚好。

就在我们静静地等着吃红薯的时候，“咣当”一声，上
房门开了，两个小娃闯了进来。大的是个女孩，五六岁，
小的是男孩，二三岁，两人冻得瑟瑟发抖，蜷缩成一团，痴
呆呆地站在门口。

他们怎么来了？！我们一下愣住了。当时农村分为
两派，两派之间积怨很深，关系紧张，进来的是我们的对
立面满斗家的娃。我们这一派，常常被满斗他们欺负，更
令人气愤的是，满斗是个没脑子的二百五，欺负我们时，

他回回打先锋，刀子斧头一起上，让人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
狗东西。“恨乌及屋”，看着满斗的两个孩子，我们都不喜欢。

不等我动手，弟弟已经站了起来，板着脸把两个不速
之客往外赶，两个娃一边拉着门扇不想走，一边不停用乞
求的眼光看着我父亲。就在我站起来准备帮弟弟硬轰
时，父亲说话了：“叫娃坐下吧。”听了父亲的话，弟弟负气
地一甩手，一屁股重重坐到凳子上，两个娃像得了圣旨一
样赶紧找地方坐下来。

这要是大一些有点眼色的孩子，不要说不是一派的，
就是同一派的，在那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一看这种情
形，早就知趣地跑了，偏偏今天遇到的是两个少不更事的
幼童，两人一脸懵懂，既看不出别人的眉高眼低，也感受
不到周围异样的氛围。

炉子里开始散发出香甜的气味，红薯快要熟了。现
在的问题是，当着两个“不速之客”的面，给不给他们吃？
对于仇人的孩子，能留下他们取暖已经不错了，难道我们
还要用自家当口粮的红薯给他们吃？一想起满斗平时欺
负我家的种种情景，我们就气得牙痒痒。

炉子里开始散发出焦糊味，这是红薯外皮被烤糊了
的征兆，再不取出来，红薯的内瓤也会被烤干烤糊。我偷
偷地看父亲，父亲抬着头，表情凝重，似乎正在进行艰难
地抉择。去年，因为争用一个农具，刚强的母亲和满斗媳
妇发生争吵，结果年轻力壮的满斗媳妇在几个拉偏架同
伙的帮助下把母亲打得住进了医院。那一段日子，我们

姊妹几个天天饿肚子，父亲四处投诉无门，差点气疯。
许久，父亲似乎下了决心：“一起吃吧。”一起当然包

括这两个“不速之客”。说“一起吃”时，父亲一直看着母
亲，语气有些懦怯。母亲一脸怒气，我以为母亲会气恨恨
地甩出一句：“吃不成！”但是，母亲最终什么也没说，虽然
气得胸脯一起一伏的。

我们明白母亲的意思，不说就是同意了。父亲忙向
平时最听话的二姐点头示意，二姐揭开脸盆，把熟透了的
红薯逐一递给我们。轮到满斗的两个娃时，二姐犹豫了
一下，然后极不情愿地递过去，重重地加上一句：“给！”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了，但父亲当年凝重的表
情和两个幼童懵懂的样子常常在我脑海浮现，每次想起，
心中总有一丝隐疼和不安。

秋雨连绵，耳边怨雨之声四
起，忽闻还要下上一个月，周围
有人就不淡定了。而我却暗喜，
感谢连绵秋雨带给我思想的满

足。响晴白日是常态，阴雨天则是大自
然赏赐我们的花样礼物，如果说春雨带
给我们的是希望，那么秋雨带给我们更
多的则是思考。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范仲
淹由此看到了人生的大格局，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
处江湖之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
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
壶。”王昌龄谪居岭南，面对连江秋雨，
坚守自己人格的高洁，虽左迁在外，然
初心不改，堪为千古绝唱。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
池。”李商隐羁巴蜀，思念亲人，雨打芭蕉，秋雨敲窗，夜不
能寐，此时的心情难以诗表，只有相见之日才能一倾衷肠。

秋雨有痛。“马嵬之变”唐明皇被迫处死了杨贵妃，
入蜀途中，山间秋雨伴着马铃叮当，心痛难忍。归来思
念，命乐人奏之，曲奏未半，明皇已是四顾凄凉，涕泗不
已，于是有了著名词牌《雨霖铃》。

秋雨有恨。清末“鉴湖女侠”秋瑾投身革命，被清廷
捉拿，就义前当堂手书“秋风秋雨愁煞人”，革命未成，衔
恨而亡。香消玉殒四年后，清廷轰然倒塌，壮志已酬，此
恨方消。

秋雨有爱。西湖雨中借伞，成就了一段凄美的爱情
故事，盗灵芝，斗法海，直到水漫金山。白娘子虽为蛇
身，却为天下的女子做了榜样，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
生死相许，哪怕被镇压在雷峰塔下。正因为如此，才当
之无愧名列四大爱情故事之一。

感谢秋雨，它阻滞了人的欲望，使人在雨中放开了
思考的翅膀，带来了思想的满足，接着下吧，哪怕再下
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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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熟了
□野山

孤孤 独独 □李沙铃

儿母病了，从医院病房转住女儿楼
房，家中就一个我，陪我的只剩下我和我
的影子了。于是，“一个我”的日子开始
启动了。

屋子安静，特别安静，什么声音都听得
到。从安静到清静再到冷静，就有一点不
那么自在了。

往日的平时，都是儿母和我在家，有说
有笑，有问有答，为一个观点，甚或还要
争上几句，然后和平解放。也有的时候，
各司其趣，她做她的缝补，我做我的文
章；她读她的杂志，我看我的世界名著；
她唱她的《北风那个吹》，我书我的《床

前明月光》。互不打扰，各得其所。吃饭
了，各有所爱，她偏米饭，我偏面条；她偏
蔬菜，我偏主食。食得干净，也吃得痛
快。炒菜她独揽，涮洗我全包，凡店小二
的担子都在我的肩上了。

现在，形势不同了，昔日的“家庭联合
国”，成了我一个人的世界了。我得想法让
它逃脱寂寞，走向繁荣。我面对的都是桌
子、板凳、箱子、柜子、书架、书……都是不
会说话的家庭成员。我像堂吉诃德一
样，和他们拉话，问安，玩笑，打趣。

我坐在椅子上、凳子上、沙发上工作，
向它们先问一声好。我拿起拖把拖地，

或操抹布清洗家具，一定要说，洁净了对
你好，对我好，对大家都好。每日用餐都
很随意，总是顽固地依我所好下单，早晚
自做小米粥。中午，外卖荤素搭配。高
兴了，吃一点坚果苹果，晚餐“绝食”，让
肠胃过个大周末。

太阳高照，暖风和煦，该出行了。我
倚着我的忠诚朋友拐杖，下楼去，在天井
里畅游，一会儿看花，一会儿逗鸟，一会
儿和云对话，一会儿和草私语。疲倦了，
坐在石墩上歇息。听八哥在那儿问安：

“您好！您好！您好！”我即回它同样的
“你好！你好！你好！”我不泡在电视海

里折磨自己。我重写作，向人们喜欢茅
台酒一样，一醉方休。

儿女不放心，时有电话。
“爸，好着吗？”
“好着哩。我正在写作。”
“爸，吃饭了吗？”
“吃过了，今天是包子米粥。这会儿正

在读《复活》。”
“爸，有什么事吗？”
“没有，晚上睡得很实。我已经躺下了。”
从早到晚，忙忙乱乱。忙中有诗，乱中

有歌。
五个月过去，儿母康复凯旋而归。我

的“一个我”的日子宣告结束了。
在这个孤独的日子里，我没有被依

靠、懒惰、沮丧绑架，我选择了自立、自做、
自乐。我也未被孤独吞噬，反而是我把它
吃了。孤独很可怕，但孤独也很脆弱。

对普通百姓而言，一生平安便
是福。这平安乃指有吃有穿有房
住，身体没病，家庭和睦，不求大富
大贵，能够顺当地过日子。能做到
这些，虽然仍属平常平凡平庸，却
也不易。

多数时候，为了世俗的功名利
禄，人难免浮躁，难免患得患失、顾
此失彼，心态总不平静。生活中诸
多事务拉扯着，上学、择偶、择业、
买房、买车等，哪件事都让人费心
劳神。更别说这些年单位的不断
改制整合，不时将人抛向时代的浪
尖。有人在国企干了几十年，却下
岗分流了；有人在事业单位干了多
年，却改企转制了；有人住了几十
年的老宅，被拆迁了……许多情况都在变化着。此
一时彼一时，让人心激荡。过分追求安稳已成了保
守，时代的浪潮打破了诸多旧习惯。平安把某个岗
位守下来似不可能。与时俱进，接受现实，校正自
身，彼此适从，则身心康健。否则不调整心态姿态，
则会使人处于亚健康，却也与事无益。

除了事业稳定外，多数人的不平安还有婚姻的
不幸和疾病的困扰。不幸的婚姻原因复杂，其根本
还是不相容造成的，是早先选择时的不匹配、不和
谐所致。人食五谷生百病，只可预防，有病医病也
无它法。还有的不平安则是琐事引发的各种纠纷
与矛盾，或者经济纷争等。除了遵纪守法、严以律
己外，还应该学会让步与宽容。

作为平头百姓，虽说依然是不如意之事十之
八九，但若能明白“万事只求半称心”的道理，则也
少了许多烦恼。要想一生平安，我以为尽量做好
这么几点：择业时选朝阳产业，选本身相对稳定的
职业，可以凭技术吃饭的工作；择偶时选心底良
善、性格温和，家庭和谐的。处事按规矩出牌，合
情合理合法。做人时与人为善，能够换位思考。
日常注重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多运动少生气，少
计较比较。行为上多与高人来往，多与雅人相聚，
多与家人休闲。

人生难有一帆风顺，总有坎坷和不顺。但若能顺
其自然，处之泰然，则也平安。虽平凡却不平庸。有人
讲究生命的高度，有人追求生命的长度。但最佳的度
是在浮躁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尊严，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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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总务省 10 月 9 月公布
的数据显示，日本 65岁以上高龄
人口占比已达 28.4%，是全球高
龄化最严重的国家。随着高龄
化不断加剧，社会保障开支已成
为日本政府的沉重负担。

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日
本总人口比上年同期减少26万；同
时，65岁以上高龄人口同比增加32
万至3588万，刷新历史纪录。

一边是高龄人口增加，一边
是总人口下降。这意味着缴纳
社保的劳动力在不断减少，而领
取国民年金（基础养老金）和厚
生年金（企业年金）等养老保险
的人口在不断增加，医疗和护理
等开支也越来越大。

有业内人士根据政府最新数
据推算，在日本，15岁至 64岁的
劳动力与 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
之比为 2.09，而且这一比例仍在
继续缩小。

日本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制
度设计比较成熟。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和护理保险被称为日本
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三大法
宝”。得益于护理保险制度，老
年人在自理能力受限时可根据
身体状况享受援助或护理服务，
包括上门援助服务、居家护理服
务及入住养老福利机构等。

但是，随着日本人口结构深

刻变化，社保开支已成为日本财
政的巨大负担，并且负担将越来
越沉重，其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财务省数据显示，日本财政
预算中社保有关预算呈逐年扩大
之势。2018财年，社保有关预算增
至近33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06.9
日元），占当年财政预算的33.7%。

社保开支持续扩大成为日本
财政长期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日本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
总值（GDP）之比一直维持在
200%以上。

为减轻社保负担，多年来日
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相关法律
制度朝着有利于“增收节支”的方
向修改：一是提高国民年金入保
年龄上限，70岁之前都可加入国
民年金保险；二是提高领取厚生
年金的年龄门槛，作为养老金重
要来源，厚生年金领取年龄已从
一开始的55岁上调至65岁。

此外，2014年厚生省曾考虑
过以大幅提高养老金标准为前
提，换取老年人自主选择将领取
养老金年龄推迟至 75岁。2018
年财务省还曾提出将厚生年金
领取年龄提高至 68岁。目前，日
本社会关于未来提高社保缴费
标准、降低养老金支付水平、削
减政府承担医疗费比例等话题的
讨论非常多。 □刘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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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是我们生命活动的第一需
要。早在几世纪前，人类就意识到了氧
气的重要作用，但是细胞如何适应变化
的氧气水平长久以来仍是“未知数”。
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三名科学揭开了细
胞如何与氧气“互动”的神秘面纱，并因
此获得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评奖委员会说，美国科学家威廉·
凯林、格雷格·塞门扎以及英国科学家
彼得·拉特克利夫的研究成果“揭示了
生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适应性过程的机
制”，为我们理解氧气水平如何影响细
胞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奠定了基础。
这一发现也为人类开发“有望对抗贫
血、癌症以及许多其他疾病的新策略铺
平了道路”。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兰达尔·约
翰逊评价说，这真正是一个“教科书级
别的发现”。

在漫长进化过程中，人类和其他动
物演化出一套确保向组织和细胞充足
供氧的机制。例如，人类颈动脉体中就
含有感知血氧水平的特殊细胞。1938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授予相
关研究，当年获奖研究揭示了颈动脉体
在感知不同血氧水平后，是如何与大脑
交流从而调节呼吸频率的。

除了颈动脉体对呼吸的调控机制，
动物对供氧还有更为基本的生理适应
机制。比如红细胞可为身体各组织运
送氧气，缺氧情况下，一个关键生理反
应是体内名为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的激素含量上升，从而刺激骨髓生成更
多红细胞以运送氧气。自上世纪 90 年
代起，拉特克利夫和塞门扎就开始探索
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

二人都研究了 EPO 基因与不同氧
气水平的“互动”机制，最终发现了在低
氧环境下起到“调控器”作用的关键蛋
白质——缺氧诱导因子（HIF）。HIF 不
仅可以随着氧气浓度改变发生相应改
变，还能调控 EPO 表达水平，促进红细
胞生成。塞门扎探明了HIF实际上包含
两种蛋白质，分别为HIF-1α和ARNT。

科学家们还发现，当氧气水平上升
时，体内 HIF-1α 数量会急剧下降。它
是如何在富氧环境下被降解的呢？

正是肿瘤专家凯林在研究一种罕

见遗传性疾病——希佩尔－林道（VHL）
综合征时，解开了这一谜团。他的研究
也因此与上面两名科学家的研究联系
到一起。凯林发现，VHL综合征患者因
VHL 蛋白缺失饱受多发性肿瘤之苦。
典型的 VHL 肿瘤内常有异常新生血
管，这可能与氧气调控通路有关。在
后续研究中，他又发现，正是 VHL蛋白
通过氧依赖的蛋白水解作用，负向调节
了HIF-1α。

揭示细胞的氧气调控通路，不仅具
有基础科研价值，还有望带来疾病新疗
法。比如，调控 HIF通路将有助于治疗
贫血；而降解 HIF-1α 等相关蛋白有可
能抑制血管生成，从而有助对抗需要新
生血管供养的恶性肿瘤。 □钱中兵

揭开细胞与氧气“互动”的神秘面纱
——解读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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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 10 月 7 日发布的调
查结果显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摩擦是美国
经济的主要威胁，预计今年经济增速将降至
2.3%。

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81%的受访经济学家认
为美国经济面临进一步放缓风险，高于 6月份时
的 60%。超过一半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政策是今
明两年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参与调查的
经济学家预计，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将降至
2.3%和 1.8%，均低于 6月时的预测。

他们认为，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摩擦的
负面影响正蔓延至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侵蚀企业
信心，导致企业投资减少以及制造业、服务业等
关键指标疲弱。

调查结果预测，反映企业投资的非住宅类固
定资产投资今年增速为 2.9%，明年则放缓至
2.1%。同时，美国经济从 2020 年和 2021 年中期
开始衰退的可能性分别高达 24%和 69%，很大程
度上将取决于消费者支出是否依然强劲。

经济学家还认为，贸易政策无法实现美国政
府缩小巨额贸易逆差的目标。由于出口增速或
从去年的 3%降至 0.1%，预计今年贸易逆差将从
去年的 9200 亿美元增至 9810 亿美元，并在 2020
年达到 1.022万亿美元。 □许缘

沙特阿拉伯 10月 6日宣布，致力于把苏丹排
除出美国政府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

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 6日
会晤到访的苏丹过渡政府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
克和苏丹联合主权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
布尔汉，讨论双边合作。

沙特外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发布
声明，说沙特正在帮助苏丹不再列入美方“支恐”
名单，同时准备在苏丹投资。

沙特外交部没有披露投资的具体内容。
美国政府 1993年把北非国家苏丹列入“支持

恐怖主义国家”名单，1996年起对苏丹施行经济
制裁，2017年解除制裁。但是，长期遭受孤立的
苏丹无法迅速恢复经济，通货膨胀、食品和燃料短
缺等现象持续。

苏丹与沙特隔红海相望。法新社报道，沙特
及其盟友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棋局中，苏丹扮演重
要角色。苏丹军方先前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部
队，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

苏丹国防部长伊本·奥夫今年 4月宣布推翻
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领导的政府，设立过渡军事
委员会，接手管理国家事务。过渡军事委员会和
主要反对派“自由与变革联盟”8月在首都喀土穆
签署分权协议，为组建过渡政府铺平道路。

□王逸君

沙特致力不再让苏丹列入美“支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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