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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政府 11 月 4 日发表
声明，宣布正式对位于其海域塞
内加尔盆地的 12处油气区块进行
国际招标。

据塞内加尔政府介绍，整个招
标过程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本月 4日到 2020年 2月 29日，主
要是对上述12处油气区块的开采规
则和潜在储量进行媒体推介；第二

阶段将持续到 2020年 7月 31日，有
意投标的企业可以在此期间购买油
气区块的技术数据包，以评估是否
对感兴趣的油气区块进行投标。

塞内加尔石油部将成立一个评
估委员会，负责开标、评标等工作。

近年来，塞内加尔在北部海域
与毛里塔尼亚接壤处发现了石油和
天然气。 □邢建桥

塞内加尔政府对12处油气区块进行国际招标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
国通讯社 11 月 4 日消息，位于伊
朗中部的纳坦兹核设施当天启动
30台新型的 IR-6型离心机。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
出席活动，称赞伊朗科技工作者
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取得的成
就。他透露，目前已经有总计 60
台离心机在纳坦兹核设施运转。

当天，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表
示，伊朗即将宣布新的措施，部分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条款。
另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

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的低丰度浓
缩铀日产量增至 5公斤。

作为对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
协议的反制，自今年 5 月起，伊朗
已先后分三个阶段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部分条款，涉及伊朗浓缩铀
和重水储量限制，以及铀浓缩活
动的丰度限制。

□徐宙超

伊朗启动30台新型离心机

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 11月 4日
在泰国曼谷举行。与会领导人在会
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RCEP15个成
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
有市场准入谈判，并将致力于确保
明年签署协议。

声明说，在当今快速改变的全
球环境下，RCEP谈判的完成将展现
成员国对致力于共同打造一个跨区
域的、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承
诺。RCEP将显著促进本地区未来
发展，为全球经济作出积极贡献，并

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有力支柱。
声明说，RCEP15个成员国已经

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
场准入谈判，并将尽快准备好完整
法律文本，以确保 2020 年签署协
议。印度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
决，所有RCEP成员国将通过合作，
以各方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RCEP由东盟十国于 2012年发
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旨在通过削
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
的自由贸易协定。 □林昊 汪瑾

RCEP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重大进展

有人说过，这世上没有无缘无
故的爱与恨，凡事都有因果，人生
的各种景况无不如此。没有随便
的成功与失败。

成功的案例很多，
尽管有的靠勤奋、坚韧、
胆识等，但似乎总隐藏
不说真正的因，也没那
种神秘和复杂。有的人
是走对了路跟对了人；
有的人是遇到了好机遇
并抓住了；有的人是出
身背景好等等。太多
的人随波逐流，才也平
常，智也平常，总有“车
到山前必有路”的茫
然，只能被岁月缠着
走。特别是草根们，起
初就没啥志向，格局小、
视野窄、实力薄，只有在
世俗中得过且过。

智者善于明道，借
势精术。比如找人办
事，精明人是先建人脉先铺路，水
到渠成；多数人是临时抱佛脚，
用过则扔。比如在一起共事，聪明
人结友善之缘，势利眼则“看人下
菜”，吃软怕硬。人和人的差别很
大，智商情商有别，格局、视野风格

各异，这都是日后造化大小的因。
有人说挚友难觅。我以为还

是要么人格魅力不够，对人不真
不诚所致，别认为是因为没权没
势没钱之故。待人势利刻薄，谁
也不与你为友。要么做人太过计
较得失，帮了人总等着回报感恩。

有得势之人落架后总叹
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原
因还是没平常之心。

从大处讲，出身背
景没得选择，但上学婚
姻从业却是可选择的，
每一步都是以后的因。
一个人在途中如能得到
高人的指点，如能遇到
贵人的提携，如能获得
身后背景的支撑，加上
个人的审时度势、良善
为人和努力，这成功的
果便有了。多数人自己
不开悟也不努力，又不
听人好言，六亲无力，稍
遇挫折便起不来了。街
头的共享单车很多，去
向哪里全凭人为，没人

理会只能露天里经风迎雨。如挡
了别人的路，则会被友好地挪开或
愤怒地扔远。凡是有能耐有作为
的人，自有牛气的原因。成功也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失败更不是
无故无缘的。

因
为

所
以

□
周
虎
子

与舅舅三次结怨，都
与馍有关。

第一次是 1960年。那
时，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村子外的那片甜苣
地，像用铁锨翻过一样，让人挖得连根都找不到
了。有一天，七岁的她领着两岁多的弟弟去舅舅
家。奇怪的是，大白天舅舅家却关着门，她和弟弟
拼命拍门，好半天，门开了，妗子一脸厌嫌地问有
什么事，少不更事的她看不来大人的眉高眼低，
一边说“我妈让我给我舅说句话”，一边低着头往
进闯，妗子拦都拦不住。到了厦房，舅舅黑着脸
坐在里边，旁边的柜盖上几箅子刚出锅的馍正冒
着热气。看到香喷喷的热馍，弟弟的涎水流下来
了，小手忍不住伸了出去，舅舅
像没有看见一样，始终板着脸，
连一句礼让的话都不说，她狠狠
地扳住弟弟那只在空中不停挖
挠的手，拉着弟弟就往出走。弟
弟不想走，撅着屁股原地不动，
被她生拉硬扯地拽了出来。临
出门，弟弟委屈得放声大哭，弟弟哭，她也哭，眼
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那一幕，她至今难忘。

第二次大概是 1975年。那一年，她得了一场
病，差点要了命。大难不死，她一下子想开了许
多，病好后，她忽然想去看看舅舅，虽然平时很少
来往，但那毕竟是她的亲人。舅舅对她倒挺热
情，和她聊起了家常。正聊着，有人在院子喊舅
舅，舅舅急忙迎了出去，接着是孩子们的一片喧
哗，然后就没了动静，一片沉寂。她感到奇怪，忍
不住走出上房，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
的。当经过一个厦房时，从里面传出明显压低了
的说话声，走进去，舅舅家的大人小娃每人手里

拿着一个肉夹馍，低头吃得正香。看到她进来，
舅舅脸上闪过一丝慌乱，尴尬地解释说前几天他
给村里一家人过事帮忙，事主给帮忙的每人送了
几个馍……她不想听这些，扭身到上房取了包袱
回家了。

第三次大概是 1980 年。那时候过年出门走
亲戚提的是蒸馍，临走时，主人根据关系远近酌
情留几个。你到我家来是馍，我到你家去也是
馍，几天后，家里的馍就乱了，大小黑白混杂，走
亲戚时带的馍自然也就大小黑白不一。那天在舅
舅家，她发现了一个让人不齿的秘密。一般人收
礼留馍都是随便拿几个了事，而舅舅则是把当天
各家亲戚提来的礼馍包袱解开，一溜摆在炕上，

然后从中仔细挑选大的、白的留
下，大概是过于专注，舅舅竟没
有发现她站在旁边。“舅舅怎么
总是这样！”她忍不住向一个亲
戚诉说看到的情景，亲戚压低声
音说：“你舅舅就是那样，每次留
馍都挑，自己人，没办法说。”她

这才知道这事大家都知道。
经过这三次事情，两家以后几乎断了来往。
土地下放后，日子慢慢好起来了，记不清从哪一

天起，她和舅舅又恢复了来往，是舅舅先来她家的。
似乎是在弥补以前的不是，舅舅经常给她家

送东西。过年时，舅舅说她在县城小锅小灶不方
便，把自家蒸的雪白的年馍整袋子地给她送。她
女儿考上大学那一年，七十岁的舅舅提着一篮鸡
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一进门，舅舅一脸
孩子般的媚笑，笑容中有一种巴结的卑微，那笑
容刺痛了她的心。

她最终原谅了舅舅，她甚至觉得舅舅挺可怜的。

馍 □秦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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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的这几天，我被一些陕西人感动。
在西成高铁上，我与一位五十多岁的

大哥邻座。尽管已经做过一些出行的攻
略，但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一些来自陕西本
地人的建议。一对话，得知他正是西安本
地人，我便接二连三地问了起来。大哥此
行并没有带行李箱，原来是朝发夕返去成
都探望了一下侄儿。什么出行线路，什么
美食景点，我的问题并不能一口气问完，总
是想起一出是一出。每次我一张口，他便
按下手机锁屏键，目光离开正在阅读的网
络小说，耐心地介绍起来……最后，我们
一起出高铁站去坐地铁。他执意把我带
到售票机的面前，我面前的售票机出了点
小故障，他走上前来，把那张纸币抽出来，
捋了捋，还是不行，他又急步转移到另外
一台售票机……票终于买好了。我准备上
个厕所，再让他等下去已是非常不妥当，
他却做出要等我的样子，我忙说了感谢的
话挥手与他道别。他离开时，挥了挥手里

的地铁年卡，原来，他是根本用不着和我一
起去排队买票的。

在从火车站去永宁门的公交车上，我
认识了一个戴眼镜的老人，老人六十岁左
右的样子。交谈时，我说我接下来的行程
是先去永宁门，然后去大雁塔广场看夜
景。一听说我准备先去永宁门，老人说：

“这个时间（下午 5点）你去永宁门没啥意
思。”他的建议是永宁门的灯是通宵不熄
的，大雁塔广场的音乐喷泉有时间限制，
他建议应该把行程倒过来。我一听，忙
说：“完了，我这不是已经坐上了去永宁门
的车了吗？”老人略一思考说：“这样，你和
我一起在小寨下车，我也要走那边。”我们
一起过了天桥，他指着二十米外的公交站
台说：“你坐 400路。”他仿佛觉得我没有真
的看见站台，举着的手指便在空中一直定
着，直到我说出“看见了，谢谢”……

在华山高铁站下车后，我坐上了去景
区的出租车。一坐上车，司机反复劝说我
选择北上西下的索道票，因为西上北下的
人太多了。因为提前了解过西上北下是
经典线路，所以我并没有听他的建议。当
我在西峰索道排了 3
个小时队坐上缆车
时，才觉得他是个实
诚的陕西人……下
山后，我找不到他推
荐的那家可以归还
讲解器并退押金的
便利店了，按照他之
前留的电话打了过
去，他立即发给我一
个 便 利 店 的 电 话 。
还完解说器后，我一
看手机，竟然有三个

他打过来的未接电话，我用短信告诉他
已经办妥，他回了一句“没事，就问你已经
办好没有”。

在陕西的这几天，我还遇到过好几个
人：一个是坐在悬崖“鹞子翻身”处守护冒
险者们的工作人员；一个是为山上的小卖
铺背矿泉水、食物的背夫，他说背一斤，可
以赚 5角钱；一个是在大雁塔打扫卫生间
的老年妇女，她追着把十块钱还给问完路
后硬把钱塞进她手里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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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山环绕的深山沟里坐落着一座村庄，
这里村庄由大小不一坐落不规则的窑洞组成，
每到黄昏时刻，小山村的上空都会升起袅袅炊
烟，弥漫在半山腰的青烟犹如一条盘踞在大山
中的苍龙，傲视群山。

儿时的我就生长在这座大山里，每日与羊
为伍，与山花为伴，从来不知道山外的天空是
什么样，懒洋洋的我躺在半山腰里，仰望着蓝
蓝天空上白云随风飘荡，过着无忧无虑的童
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心不安分起
来，渴望走出群山环抱的小山村。

在村庄的后山凹里，有一股山泉，非常甘
甜，当人们在烈日暴晒的地头忙农活，口渴难
耐时都会去那里喝水，喝一口清凉的泉水顿时
如沐甘霖，精神百倍。

故乡的六月，风载着蒲公英飘向远方。在
田间地头藏不住父母劳碌的身影。母亲是我这
一生中最难忘的亲人，母亲是美丽的。还记得
她中年时的模样：盘着头发，在那温和的眼眸
里，有着乡村女人那独有特质的善良情怀。

故乡的六月，云淡风轻，偶尔抬头，一簇簇
云团飘荡在山的那边。儿
时的六月是欢乐的时光，
在山坡的梯田里高粱穗随
风摇曳，背洼洼里鲜红的
山丹丹和不知名的野花争
相斗艳。看到这一幕和我
一起放羊的小伙伴都会采
摘一把野花，编织成遮阳
的草帽戴在头上，一股淡
淡的野花清香味招来采蜜
的小蜜蜂，吓得我们尖叫
着躲避跑开。

故乡的六月，也是小
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艳阳高照、碧空
万里，一刹那，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顷
刻间暴雨倾盆，叫农忙的人们来不及避雨，最
后淋得像一只只落汤鸡一样。

故乡的黄昏也美。伴着夕阳西下吆喝着羊
群慢慢行走在乡村羊肠小道上，扯开嗓子唱着
信天游，心里美滋滋的，这时候你抬头会看见
山的那一边被落日烧红的云彩，就像是七彩祥
云连着山头，红彤彤的一片。

夜晚降临外出觅食的小麻雀和花喜鹊都
鸣叫着飞回自己的巢穴，片刻间结束了白天的
喧哗和吵闹。

故乡的夜晚也美。浅蓝色的天空中繁星
点点，一道银河像瀑布一样悬挂在天上，玩累
了的孩子们，此时坐在院子里仰望犹如白昼一
样的天空，星星调皮地眨着眼睛，每当这个时
候孩子们都缠着父母们寻找传说中的“牛郎和
织女星”。

故乡在我心中是永恒的画卷，还有遍地
的野花，对我而言，虽然平凡，却是心中最柔
软的那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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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11月4日正式通知联合国，要
求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就此发表声
明，宣布美国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
的程序。

根据《巴黎协定》规定，该协定生效 3年
后（即2019年 11月 4日），缔约方才能正式
要求退出，退出过程需要一年时间。这意
味着，美国将于 2020年 11月 4日起“准时”

退出《巴黎协定》。
世界资源研究所主席安德鲁·斯蒂尔

4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放弃《巴黎协定》对
后代而言是残忍的，降低了世界的安全性
和生产力。但好消息是，大量的美国州政
府、城市和企业正在推进与《巴黎协定》一
致的气候行动。

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一份声明
中说，《巴黎协定》是最重要的全球性成

果，标志着全世界认识到气候危机的紧迫
性和广泛性，而美国政府今天的声明表明
其非常短视。

《巴黎协定》于 2015年达成，2016年 11
月 4日正式生效，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
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 2020年后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

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年 6月宣布，美

国将“停止落实不具有约束力的《巴黎协
定》”，认为后者让美国经济处于不利位置。
特朗普还曾表示气候变化是骗局，他在气候
问题上的立场招致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特朗普政府频频在环保政策上开倒车，
包括降低对火电厂和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
要求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统计
显示，从2017年1月到今年9月初，特朗普政
府已放松了128项环保法规。 □周舟

美国政府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

相物语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日本多家媒体11月3日报道，首相安倍晋三
当天乘坐政府专机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参加第35
届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
会议途中，专机尾舱突然起火。

报道说，所幸火势不大，旋即由机组人员扑灭。
《朝日新闻》网络版报道，安倍专机起飞后大

约一小时，飞机广播通报机舱内一只电炉触发小
火。大约 10分钟后，广播再次通报，火已经扑
灭，没有触发烟雾警报器。

日方官员解释，乘务人员当时在这架波音
777-300ER型客机的尾舱备餐，一只厨用电炉触
发小火。

日本时事通讯社和共同社以政府人士为来
源报道这一事件。共同社说，安倍的行程没有受
到影响。

日本政府专机由航空自卫队特别运输队负
责。那架波音 777客机今年 4月服役，接替退役
的一架波音747型客机。

第3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
议 3日开幕。东盟 10国领导人 2日举行全体会
议，商讨东盟共同体建设。 □田野

安倍赴会途中专机尾舱起火

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
11 月 4 日揭批美国政府向部分拉美
国家施压，企图改变这些国家在即
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涉古决议草
案的投票中支持古巴的传统立场，
投出反对票。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美国国务院对多个拉美国家严厉
施压，企图“迫使他们改变支持联大
敦促结束对古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
决议草案的投票”。

据古巴官方媒体报道，罗德里格
斯当天在美国纽约对媒体表示，近
期，美国国务院召见了 4名拉美国家
驻美使馆人员，要求这些国家反对古
巴向联大提交的相关决议草案；此
外，美国驻 6个拉美国家的使馆还在
当地进行相关干预。他说，美国此次
行动尤其针对拉美地区，该做法违背
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美国结束对古制
裁的意愿。

1959年古巴革命后，美国政府对
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1年，美古断
绝外交关系。次年，美国对古巴实施
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2015年
7 月，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但美
国未全面解除对古封锁。特朗普就
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宣布收紧对
古政策。

1992 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已连续
27年通过古巴提交的要求美国结束对
古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的相关决
议草案。本周，联合国大会将再次就该
相关决议草案进行投票。 □朱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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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正加紧对韩国政府施压，要求韩
国方面撤回终止与日本方面《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的决定。

韩联社报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本月 23日
到期，美方官员将在第 35届东南亚国家联盟峰
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与日韩高层
磋商；美国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戴维·史迪威结束访日，预期本周访问韩国，游说
韩方延续协定。

美国分管韩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马
克·克纳珀 2 日告诉《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韩

日关系陷入僵局，但必须维持《军事情报保护
协定》。如果两国继续不和，将妨碍与美方的
合作。协定“是协调三边关系的重要工具”。

韩方坚持，日方限制对韩方出口并将韩方排除
出获得贸易便利的“白名单”，责任在先。只有日方
停止上述做法，韩方才会撤销终止协定的决定。

一些分析师说，美国政府把《军事情报保护
协定》视作与日韩扩大三边防御合作的标志性平
台。韩美两国正在谈判驻韩美军费用分摊，韩方
坚持终止协定可能招致美方更大压力。

□顾梓峄

美对韩施压
要求韩维持与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工
发组织）第十八
届大会 11 月 3
日在阿布扎比
开幕。本届大
会主题为“工业
2030—创新、联
通、重塑未来”。
图为阿联酋能
源和工业部长
马兹鲁伊在联
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工发组
织）第十八届
大会开幕式上
致辞。
□苏小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