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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时间 11月 11日
9时 56分（北京时间 11日 22
时 56分），搭载 60颗卫星的

“猎鹰 9”火箭从美国佛罗里
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
升空。直播视频显示，约 1小
时后，这批卫星被送至地球
上空 280千米处。它们将在
未来数天中通过离子推进器
逐步进入地球上空 550千米
的预定轨道。

据介绍，这次发射创造
了两项纪录。发射约 8分钟
后，火箭第一级降落在大西
洋上的回收船上。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说，这是火箭第一
级第四次成功发射并回收。
另外，本次发射还首次使用
了“二手”整流罩，这是今年 4
月猎鹰重型火箭首次商业发
射中首次实现回收的。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

执行官马斯克 10月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表示，“星链”卫星已
能提供天基互联网服务。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 11日在一份
声明中称，“星链”卫星预计发
射 6次后，可向美国和加拿大
部分地区提供服务，发射 24
次后可为人口密集地区提供
全球性服务。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
在太空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
组成的“星链”网络，从太空向地
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今年5月，首批60颗“星链”卫星
被送入太空。该公司日前透露
还准备再增加3万颗互联网卫
星，使卫星总量达到约 4.2万
颗。不过，国际天文学界一直
对数量庞大的互联网卫星可能
影响天文学观测表示担忧。数
量众多的小卫星还可能增加
航天器碰撞风险。 □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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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 11月 11日发表声明
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邀与德国总
理默克尔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
进行讨论。

声明说，普京与默克尔就“施泰因
迈尔模式”文本进行了磋商，并就三个
试点地区撤军事宜交换了意见。

声明说，两国元首表示需全面、严
格遵守 2015年明斯克协议一揽子措施
和其他旨在解决乌克兰国内冲突的协
议，强调有必要根据乌克兰法律给予顿
巴斯地区特殊地位。双方表示愿在“诺曼
底模式”（即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法国四
国领导人磋商）下保持协调，为可能举行
的四国峰会做准备。此外，两国领导人
还讨论了俄天然气过境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
兰、欧安组织、俄罗斯）及乌东部顿巴
斯地区代表 10月 1日在白俄罗斯首都
明斯克举行的例行会谈上，以书面形
式确认同意“施泰因迈尔模式”文
本。该模式是 2015 年时任外长的德
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提出的政治解决方
案，涉及乌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
克州特殊地位等问题。 □李奥

在乡村，一望无垠的庄稼地里只见黄土，
少见绿意。麦子刚种上不久，大概是惧怕寒
冷，地缝里的麦苗儿探头探脑不敢仗义地舒
展腰身，盼望老天捂一场大雪，给它寒冷的身
躯盖一层厚厚的“雪被”，以便舒适的过冬。

远山近岭一律树枯草黄，裸露出青褐色
的惨淡脊梁。西风烈烈，几只寒鸦栖落在村
前大道边一棵高大的古树枯枝上，对着灰蒙
蒙的天际“哇哇”瞎叫，那意境有点像元人马
致远笔下“枯藤老树昏鸦”的况味。猎人带领
着几只细狗，在空旷的田野里撒腿狂奔，穷追

一只失魂落魄的野兔，一群稚童在一旁伸出
冻得发红的小手使劲起哄。村前那条瘦了身
的小河连水声也低沉了，缺了春天的欢畅，夏
天的狂羁，秋天的洒脱。

玉米脱粒了，豆荚打了，柿子挟了，萝卜
窖了，酸菜窝了。忙活了一年的庄稼人，囤满
仓圆，是该到了歇息喘气的时候了。于是，他
们优哉游哉地开始过乡村一年四季难得的慢
生活。逢了集日，远近的乡民一溜带串去赶
场。他们或提筐土鸡蛋，或背几升粮食，或挑
一担中药材，或赶了猪羊，或拎三两只公鸡，
去集场自由交易，换得几多钱币，购置些日用
杂物，添几件农用家具，给娃娃买几件时尚新
衣，给老婆买些期盼已久的水果。再到饮食

摊点上捡好吃好喝的，把肚子好好慰劳一番。
回家时总不忘给老娘捎几个油糕或火烧。

冬天活路少了，乡村里的传统庙会就多
了起来。东村“老爷会”，西村“菩萨会”，李村

“土地会”，张村“财神会”，你方过罢我方过，
轮番登场，把冬天悠闲的日子排得满满当
当。于是，乡间的通村水泥道上一天到晚车
水马龙，人潮滚滚。那些穿红着绿的少男少
女互相追逐，打情骂俏，大家争先恐后齐向庙
会中心涌动，急着去看大戏，瞧热闹，买吃喝。

寒冬腊月，从城里打工回来的小伙儿耐
不住寂寞，相邀了一帮同伙聚在一起“打平
伙”。谁做东用谁家的灶。包谷酒是现成的，
张三盛来米面，李四拎来清油，王五去自家菜

园子弄来葱蒜和菠菜，赵六抱来一捆干柴
火。一时间油盐酱醋柴米面样样齐全，于是
大家伙七手八脚，一齐行动，剥葱的剥葱，捣
蒜的捣蒜，淘米、切菜，真可谓“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片刻，饭熟，大陶盆盛了家常菜肴，
海碗舀了米饭。众人围成一圈，一边海吃海
喝，一边尽情神侃，顿时把那尘世间的贪念、
名利、奢望以及生活中的烦恼忧愁忘得一干
二净。夜深，更尽，鸡啼。一束晨光从窗棂透
进屋舍，“打平伙”的汉子们方知天色大亮，伸
个懒腰，各自回到自己的窝里重温美梦去了。

冬日里的乡村，就是如此的闲适惬意，又
是这般的别有洞天，能不让整个冬天都宅在

“鸽子笼”里的城里人羡煞吗？

冬日乡村况味
□田家声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流传已久
的爱情魔咒。似乎红毯不是幸福的
开始而是爱情的终结。现今社会，爱
情观有了很大的变化。只求一朝拥
有，不求天长地久。往往重形式轻内
容，看似奢华的场景难以支撑长久的
爱情大厦。毕竟，海枯石烂的爱情不
只是在线装老书里。“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在于两颗心的融溶，不论时光
的流逝如何让容颜变老，不论物质的
贫或富如何扰乱人心。

如果说爱情是一棵树，它应当是
生长在悬崖岩缝中的，没有富饶的土
壤，只有坚硬的岩石。雷鸣电闪，风
霜刀剑，被摧折的危情无时不有。可
是，这样的恶劣环境，树虽苍劲却久
而弥坚，这是一种坚守。爱情亦如创
业，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困顿时期
所建立的爱情，基础是雄厚坚实的。
在爱的旗帜下，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夫唱妇随，心有灵犀。一旦事业之树
根深叶茂，就可以比翼双飞，共享甜
蜜。事实上，此时婚姻的警钟已隐隐
敲响，能够“共苦”不能“同甘”，已然
成为爱情的魔咒。

如果把爱情比作一幕大剧：序

幕、开端、发展、高潮、尾声。序幕也
如一首歌的前奏，这一定是上苍冥冥
之中的安排，惊艳也罢，唯美也好。开
端是爱情之旅的起跑，发展是恋爱的
加速期，高潮是冲刺阶段，尾声是美丽
而隽永的回声，绵绵不绝。其实这是
个很不恰当的比拟。进入婚姻阶段
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浪漫之中
多了些平和。卿卿我我还在，但越来
越触到了生活的真实。甜甜蜜蜜的
战事才拉开帷幕，或因为一地鸡毛的
琐碎，或因为口舌之争的升级，总之，
饮食男女的现实生活中没有永恒的
浪漫，只有可感可触的生活百味，旷
日持久的两情相依。一首《牵手》《最
浪漫的事》唱出了平凡爱情的真味和
真谛，有一种真情叫坚守。

爱情没有绝配，只有适配，无论
哪一种版本，最终将回归平淡之中。
或许，你的她没有倾国倾城的外表，
言谈举止不够优雅，不会小鸟依人；
或许，你的他没有炙手可热的权柄，
更没有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为官之
道，但你的他（她）会给你一碗粥、一
杯茶的呵护，一个你也许还不能完
全读懂的抚慰的眼神，这种因小爱
情而养成的司空见惯的“习惯”和

“默契”，在你看来，或许是一文不值
的一地鸡毛，但这才是真爱情。

美好婚姻终究是小爱情
□舒添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所插队的村落
很贫穷，面对生产队的大片良田和社员的
自留地，一年四季大都择机而追肥，为的
是农作物长势喜人、收成好。

依稀记得，当年为生产队大田施肥，
皆从饲养室拉运土粪，那可是队上集中饲
养骡马牛等牲畜产生大量粪土，日积月累
囤积而成的有机土粪场所。由于需求量
大，土粪有限，有的队牲畜喂养少，队上还
有不成文的规定：倘若谁捡拾一碎担笼
粪，交到队里就给谁记 2分工。相比一个
硬劳力干一天农活挣10分工，闲暇拾粪的
轻松活算是劳有所得，劳有所获。每到给
庄稼追肥的日子，不得已时小队还需出资
购买或多或少的化肥，那可是一笔不小的
开资啊！即便好一点的生产队，施化肥时，
也要精挑细选一些有责任心、靠得住的“老

把式”来运作，怕浪费糟蹋。个别经济拮
据的穷队只好组织社员到几十里开外的
氮肥厂，用架子车一车车拉运氨水（一大
汽油桶才一元钱），漫灌施肥，增产增收。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没有大
粪臭，哪来五谷香”这些农谚充分说明植
物生长除了需要水分还需要无机盐的道
理。而人粪，则是一种以氮为主的速效性
有机肥料，亦是农作物偏爱的肥料。

一天，一位社员找到我，欲让我帮其
在城里的公厕弄来一车人粪，好上自家
自留地。心想，不就一车臭哄哄的人粪
么，又不是啥好东西，我满口应承。那会
儿，城里的公厕多为旱厕，是有人看守
的，费尽心机，了却心愿，其实，就是帮那
位社员“偷”了一车。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的文
明进步，我们对某些事物的认识也有了质

的飞跃。如今常听人们议论现在的粮食、
蔬菜和瓜果，已没有从前那种纯天然的口
感了，大家宁愿出高价也要买用有机肥种
出的“绿色”食品。扪心自问，时下尚有多
少地方、多少人在使用有机肥呢？我返城
多年，不得而知。纵观乡村振兴，田地里
多是穿戴整洁的农人在遍施化肥，而直接
用人畜粪尿为各种农作物施肥的情景，恐
怕少之又少、难得一见。

不可置否，播撒化肥的确便捷、干
净，甚至产量高、来钱快。但是，稍有农
业科普常识的人都懂，长期或过量的使
用化肥不仅会降低土壤质量，致使土壤
板结等危害，还会造成所种出的粮食、蔬
菜和瓜果的品质下降，加之，假冒伪劣农
药的喷洒和使用，让人吃下去，又有谁能
保证无毒、无害呢？

病从口入。难怪有人讲：“这人啊！
七病八病，多半是吃出的毛病。”这实乃当
今令人关注的一个社会话题……

每次回老家，大老远瞅几眼鸟
窝，或者有幸碰见成群的喜鹊在枝
头上下翻飞，喳喳欢叫，淤积于内
心的浮躁与烦乱情绪顿觉消散了
许多，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难以
言表的宁静与欢悦。那棵大树，因
此被我亲切地称为“喜鹊树”。

今年春节前回去，老远我就发
觉那喜鹊窝、甚至连同那棵大树都
不见了踪影，眼前似乎敞亮和空旷
了许多。问及母亲，她带着一种欣
慰的神情说，“那树几天前被你堂
叔砍了！”“砍它做啥？”看着母亲，
我双眼里充满惊讶与疑惑。

“外野鹊子把人能害死，把我跟
你大大（指我堂叔父）的鸡蛋都吃光
了！”母亲愤愤地说。她指着门外拐
角处的鸡窝旁，那用大红色旧被面撕
开做成吊在空中随风飘摇，像画皮一
样的东西说：“要不是绑外吓唬，我又
成天看守着，鸡蛋怕一个都没了。”

听罢母亲的怨言，我才明白过
来，除了深深的惋惜，一时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算起来，我携妻带子到县城居住，差不多将近三年
了。而今，高龄又体弱多病的父母，还依然在那条小山
沟的三间破瓦房里守着，年复一年地种些玉米、蔬菜之
类的作物，且又喂养了一群鸡，数量多时三十几只，少则
也有十三、四只。为此，他们终年起早贪黑，忙忙碌碌。

我曾多次劝说父母，不要再种地养鸡了，到县城
里跟我们一起生活，却始终没能奏效。我深知，早已
年迈的父母并非是不愿离开那冷寂的小山沟，而是
想借他们勤劳的双手，力所能及地帮我减轻一些生
活方面的压力。

不过，眼下对于父母来说，那些鸡所下的蛋，哪一
个不是他们辛辛苦苦的血汗啊！如果眼睁睁看着鸡蛋
让喜鹊叼走或者捣烂，怎不让人可惜和心痛。即便每天
能收回二十几个鸡蛋，母亲平时却很少自己吃上一两
个。我曾不止一次听她说：“我哪吃过鸡蛋。”这话的意思，
当然不是说她从来没吃过鸡蛋，起码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没吃过了。每一回，听到她说这话时，我心里都不是滋味！

此刻，呆望着那些在四周徘徊不定，已多日无家可
归的喜鹊，一阵阵痛楚与凄然不禁从我心里泛起。我
突然意识到，人类有时候是何等的残忍与无情！就像
一群懵懂无知的孩子，那些喜鹊未必有太高的智商和太
多的思想，又怎能知晓其为了生存的某些行为，是否有
损于人类或其他呢？竟因此受到最苛刻的惩罚——它
们抵御风雨、生儿育女并赖以生存的家，被我们不假
思索、轻而易举地拆毁了。那些垒窝的柴草，尽管不
像人类建房所用的砖瓦，无须高价去买，却也要满山
遍野去寻找，一根根叼回，费力地堆积在一起。想一
想，这一切又是多么的不易啊。

整个春节期间，我都在为此纠结不已。而这又能
怎样呢？那棵长期长在我心中的“喜鹊树”，终究已不
复存在。唯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人与鸟兽、一草一
木，与自然万物永远相依相伴，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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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拒绝以色列续租边境土地

间真情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11月
10日宣布，约旦即日起收回租借给
以色列 25年的两块土地巴古拉和
古玛尔。

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约
旦的决定表示“遗憾”。

【收土地】

阿卜杜拉二世当天出席约旦国
民会议全会开幕式时发表讲话，说
约旦即日起对巴古拉和古玛尔的

“每一寸土地有完全主权”。
以色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对约旦决定停租表示“遗憾”。
巴古拉和古玛尔分别位于约

旦西北部伊尔比德省和约旦南部
亚喀巴省。巴古拉面积大约 6 平
方公里，1950 年遭以色列占领；
古 玛 尔 面 积 大 约 4 平 方 公 里 ，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由以色
列控制。

约以 1994年 11月签署和平条
约，其中两份附件规定，这两块土
地主权归属约旦，允许以色列租
用土地，租期 25 年。约旦政府有
权决定是否延长租期。如果停止
租借或修改条款，签署方中任何

一方需在租期到期一年前通知对
方，否则自动续约。

去年 10月，约旦通报以色列，
不打算延长租期。

【失利益】

约旦外交部声明，以色列农民
获得约旦签证的前提下，可在即
将到来的收获季节经约旦边境关
卡入境，前往巴古拉和古玛尔收
获农产品。

在巴古拉耕种的以色列农民
埃利·阿拉齐说，对巴古拉和古玛
尔的以色列农民来说，约旦停租就
像“脸上挨了一拳”。

巴古拉位于耶尔穆克河与约旦
河的交汇处，凭着以色列集体农场
等独特人文历史资源，那里成为许
多游客中东之旅的“打卡地”。

以色列政府派驻巴古拉的主管
官员沙伊·哈达尔说，平时每周末
大约有 150名游客游览巴古拉，约
旦如今收回土地使以方在当地的
旅游业收益遭受损失。

【顺民意】

路透社 10日报道，约旦决定收

回土地正值两国关系经历冰点。
约旦是继埃及之后与以色列签

署和平条约的第二个阿拉伯国
家。两国长期以来在安全、经济等
领域合作紧密。

只是，和平条约在约旦国内不
受欢迎。多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约旦民众反对这一条约，认为向以
色列租借土地让约旦受辱。

另外，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
尼亚胡 9月参加竞选活动期间，声
称以色列有意吞并约旦河谷和死
海北部地区。这一说法招致包括
约旦在内的中东地区国家和欧洲
国家批评。

约旦河谷约占约旦河西岸地
区面积的三分之一。以色列在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占领
约旦河西岸，随后开始在此兴建犹
太人定居点。

今年 10月底，为抗议以色列持
续关押 2名约旦公民，约旦召回驻
以色列大使。那两名约旦公民今
年 8月、9月先后在约以边境口岸
被以方逮捕，以方没有对两人提出
明确指控。他们本月初获释回国。

□王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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