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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夜 醉 归深 夜 醉 归
□秦永毅

参加一次社会文化公益活动时，一
位书法家送我了一幅字：“文如其人，字
是风骨。”我十分喜欢，细心收藏。

中华文字，举世闻名。如果谁写得
一手好字，自然是受到众人的夸赞和追
捧。我喜欢硬笔书法，虽然知道自己的
书法水平一般，但是，多年来，这个追求
一直没有改变。

上小学时，学生们没有“书法”这个
概念，只是单纯认为把字写工整了，考
个好成绩，就是一个好学生。到了初

中，同学们之间开始比对，看谁写的字
又工整又好看，往往感觉，女同学娇小
娟秀的字就是好字，往往看到比自己写
得好的字，羡慕的眼神始终离不开同学
们作业本上的一手好字。于是心底里
暗暗发誓，一定要写得比他好。

星期天一大早，我一个人跑到新华
书店，驻足在硬笔书法字帖的柜台边，
让售货员取下字帖，目不转睛地看着一
本本硬笔书法字帖。最终，《庞中华现
代硬笔字帖》成为我的最爱。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从那以
后，庞中华清新秀逸、自成一家的硬笔
书法字帖，就成为我写好钢笔字的启蒙
老师，一有空闲，就一笔一点地临摹起

来。端坐在那里，手握钢笔，闭上双
眼，脑海中想着字帖上汉字的间架结
构、笔画顺序、运笔方法，这个时候，自
己的脑袋好像成了钢笔，字帖上汉字
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一点一钩，镌
刻在大脑中，随着笔画顺序，一右转一
仰头，一抬头一扭脖，一点头一下垂，
用心灵在感应硬笔书法，我把这种方式
称之为“默写”。

脑海中有了字帖上汉字的运笔方
式后，再用钢笔在作业本上练字，感觉
明显进步了，写出来的字一个个有板有
眼、规范有序、整齐划一。那本硬笔书
法字帖一直陪伴着我，从未丢失，一有

空闲就照帖练字，虽然没有达到字帖上
的字那么潇洒俊逸，但是，写出来的汉
字还是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追捧。

一手好字品人生。现代科技日益
发达，电脑几乎取代了用手写字，但是，
钟爱硬笔书法的还是大有人在。一手
好的钢笔字，带来的是自信，彰显的是
个性，弘扬的是文化，品味的是人生，
正如歌曲《中国字中国人》里唱的：“写
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写字要用心，
做人要真诚。”的确如此，写字可以强
身健体，可以陶冶情操，可以增强对祖
国语言文字的热爱，我也同众多硬笔
书法爱好者一样，痴心不改，沉浸其
中，写好汉字，做个好人。

一手好字品人生
□张永峰

竹林曾是我的乐园。
竹林里春夏秋冬四季皆有乐子。
春天是竹抽针的时节，一根根竹针

虽不能吃，但可作为男孩子的飞镖。新
笋刚一破土，早有期待已久的目光瞄准
他们。都说笋为至味，淡而鲜，但我感觉
不出来，没肉没油，一锅清水
吃得痨肠寡肚。

夏天的夜晚，蜻蜓和萤火
虫开始接力登场，野孩子还不
曾读到“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有蜻蜓立上头”的诗句，自然
对蜻蜓没啥好感。雨夜前的
蜻蜓狂躁飞舞，惹得孩子大开
杀戒，持了竹编九齿钉耙一阵
乱扫，可怜地上就狼藉一片
了。“黄丝蚂蚂来搬嘎嘎”的逗
蚁诱饵也便有了。不过，再皮
的孩子面对一闪一闪亮晶晶
的萤火虫，也变得文静起来，
小心地捧来萤火虫，放进玻璃
瓶子里观察，就算它们最后缺
氧死掉，也会有个体面
的葬礼，不至于落到被
蜻蜓或蚂蚁大卸八块
的结局。

冬天并不下雪，那
就在竹上刻字打发寂
寞。看了《西游记》就
刻“齐天大圣到此一
游”。和谁打架了，就
刻他父亲的小名，多是

“猪儿”（形容人胖）、

“灰灰儿”（形容人矮）、“屎泡儿”（形容人
丑）之类的词语。我们把竹林当健身房，
双手握住竹子把身子蜷缩起来翻过去再
翻回来，玩得一头汗水冒白烟。或者在
竹林的空地用三根竹竿搭跳高架子。论
跳高，我始终不如三哥。至于三嫂，则更
是这样跳进了镇初中的校田径队，又进
了县城一中，后来因为摔伤了手没能进
一步走下去，才变成了如今的三嫂。

竹林曾给我恐惧。
一次是坝上火烧连房的大

火，三十几家连在一起的草房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化为灰烬，从
嘎吱响的压水机里出来的水真
的是杯水车薪，只听得竹子在冲
天的大火中被炙烤的爆裂声，只
看见正在燃烧的竹子和麦草被
火焰抛上了天空。河的对岸，
县里闻讯而至的两台消防车过
不了河，他们也只能望河兴叹，
老家是多么需要一座桥啊。

竹林也带给我安定。
夜晚独行，竹林看起来鬼

魅吓人，回家必须绕过镇高中
背后的一片河滩，看过的《画

皮》里的场景开始自动
播放，然而，当家越来
越近，尤其当母亲点着
油灯穿过竹林的缝隙
隐约出现时，心就变得
安稳起来。

多年后再来回味
竹林往事，故事并不诗
意。竹林对我而言，只
是生活的欢乐、遗憾、
清苦与梦想而已。

凡人生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这次确实太晚了，走出主人家时已
快午夜一时。

聚餐中途我们几次要走，热情的主
人硬挡着不放，非要我们品尝完他珍藏的
所有好酒。拗不过主人的盛情，我们只好
留下来，直到所有文友全都不胜酒力。

车是不能摸了，不论是开车的还是骑
摩托的，统统步行。在主人家楼下潇洒地
挥挥手，一个个趔趔趄趄地迈上归程。

我和同学结伴同行。
刚走了一二里，就感觉走错了，瞪

大眼睛仔细辨认，确实不太对劲儿，赶
紧拉着同学退回起点，端详了半天，总
算找到了来时的路。

扶着东倒西歪的同学正走着，同学
的电话响了，电话里，同学的妻子厉声

责问怎么现在还不回来，同学低声下气
地说：“回来了，回来了，正在路上。”

“哄鬼呢，你走到哪了？”同学妻子根本
不相信。“真的回来了，已经走了一半
了。要不我让我同学证明一下？”同学
柔声辩解。

看到同学对着手机点头哈腰的样
子，正暗自庆幸自己情况能好一些时，
我的电话响了，赶紧避到一边回话。“都
啥时候了，还不回来！”妻子幽怨。“马
上，马上。”我忙不迭地说，只想尽快结
束这种灵魂拷问的折磨。“到底回来了

没有？”妻子加大了音量。“我证明，我同
学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什么时候
凑到我跟前的同学对着手机大声说。
其实，不论是同学的妻子还是我的妻
子，从十点左右就开始给各自的丈夫打
电话了，这已经是第N次了。

搀着同学大约走到回程四分之三
的地方，只见前面一个人像陀螺一样在
原地打转。心中莫名得有些害怕，正想
绕开，谁知同学竟对着那人挑衅似地打
了个口哨，那人马上摇摇晃晃地靠了过
来，愣愣地盯着我们看了半天，忽然哈

哈大笑：“我知道，你，喝高了。你，是送
人的，和他一样。”那人一边说，一边伸
出右手和我同学热烈握手，然后用左手
使劲拍打着我的肩膀，最后指了指路的
另一边。我这才注意到离我们三五米远
的地方站着一个人，看样子已经等了半天
了。看同伴在这边和我们啰嗦，等着送他
的人急得大喊：“快点，走吧！”双腿像辫蒜
一样的同伴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急，不
急。”然后，将双臂奋力伸向天空，像在舞
台上演讲那样：“尽兴，尽兴，今晚喝得特
别尽兴。”身子又开始在原地打转。

送走同伴，我一个人匆匆往回赶。
街道上空荡荡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已
全部变成了一闪一闪的黄色，白天熙熙
攘攘的市区此刻仿佛变成了一座空城。

小区的电动大门早已关了，大半夜
的，不好意思打扰熟睡的门卫，从电动
门的缝隙努力挤进去，赶紧回家休息。

犹记儿时，一块蛋糕是要等到过生日
的时候才能吃到，一个面包也是偶尔过节
才会买点。蛋糕的样式是传统的圆形，抹
上厚厚的奶油，几朵奶油花，一抹红、一点
绿，便是生日桌上的美味。面包种类也是
寥寥无几，常见的豆沙馅、椰蓉馅，长方形、
圆形，没什么特别，却也有种节日的气氛。

而如今，大街小巷的烘焙蛋糕店，样式
新颖，口味繁多，各式各样的糕点让人垂涎
三尺，流连忘返。就连我那年幼的儿子、姑
娘，都天天念叨着面包饼干、蛋糕泡芙的，
有时竟让我忍俊不禁，还这么小都能记住
这么多名词。于我而言，家有两个这么爱
吃糕点的小家伙，倒是激起了我的烘焙欲
望，索性自己在家动手做了起来。

一入烘焙深似海，我也不例外，起初只
是想给孩子烤点不含添加剂的小饼干，想
也简单，备了简单的食材，便信心满满地上
手做了起来，信誓旦旦地告诉孩子，等着妈
妈做的饼干。整整一个下午，烤糊了两盘，
第三盘终于出现在孩子面前，口感却不尽
如意，倒是孩子满足地对我说：“妈妈真厉
害，做的饼干真好吃。”这对我是极大的肯
定和鼓励。如此，我便在烘焙的路上越走
越远，因为这条路上，有我与孩子之间满满的爱。

时下的父母，忙碌已经成为大家的代名词，没有时间思
考，没有时间驻足，没有时间停下来欣赏，生活被安排得满满当
当，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逝。大多数人印象中的烘焙都是用
烤箱做很多复杂的面包蛋糕之类，其实不然，一个DIY冰激凌、
一份可爱的布丁、几块模型饼干，就是美味健康的烘焙。

随着对烘焙的逐渐深入，我添置了烘焙设备，购买了更
多样的烘焙食材，尝试着做肉松牛角包、动物造型的小蛋糕、
卡通造型的小饼干、葡式蛋挞……我竟可以一整天待在厨房
里，认认真真忙碌，享受着烘焙带给我的乐趣。孩子常同我
一起，搬着小板凳，站在旁边好奇地看着，时不时小手指捏捏、
小鼻子嗅嗅，满脸的欣喜，焦急等待着烤箱“叮”的一声响。每
次烤箱一响，孩子们便兴奋地跳起来，各自拿着小碗在烤箱前
等候。那一刻，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那一刻，也满足了我

不可小觑的成就感。
虽然每次烘焙总是会

留些遗憾，总是很难达到
完美，或是不够松软，或是
不够酥脆，或是甜腻或是
清淡，但并不影响烘焙过
程带给我的快乐，更是舒
缓了平日的疲惫和压力。

爱烘焙是一种生活态
度，闻着一台烤箱带来的
满屋子的香味，看着家人
孩子品尝健康美味的糕
点，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
福的味道。烘焙更像是一
场细腻浪漫的旅行，从细
节之处可以发现令人意想
不到的惊喜。

让
烘
焙
成
为
一
种
心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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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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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策“转向”加剧中东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表示，美国政府

不再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
居点“不符合国际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对美国的政策“转向”表示遗憾。他表示，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的犹太人
定居点没有法律效力，修建定居点公然违反
国际法。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在犹太人
定居点这一关键问题上转变立场，只会加剧
巴以矛盾，阻碍中东地区走向和平稳定。

以色列国防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 12月
1日宣布，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
市希伯伦建设一个新犹太人定居点的计
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埃雷卡特随即发表声明对该决定予以谴
责。他表示，以色列这一做法是美国否认以
色列定居点非法的具体结果，并呼吁国际社
会对以色列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行动予以
制裁。

巴以冲突进一步升级

连日来，巴勒斯坦拉姆安拉、伯利恒、希
伯伦等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抗议活动。舆
论认为，巴以局势再度紧张，这与美国越来
越明显的“拉偏架”不无关系。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 11月 18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不再视以色列在约
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不符合国际
法”。蓬佩奥的表态一改美国持续 40多年的
政策立场，引发各方反对，也让中东局势再
度陡然紧张。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问题症结之
一。中东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
突然“转向”，是在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支持以色列吞并叙利亚戈兰高地后，美
国政府做出的第三次中东政策大逆转，又一
次践踏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相关决议精神，
给中东和平进程竖起了新的障碍。

以色列军方 11月 30日发表声明说，以军
当天凌晨空袭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北部的军事目标。
声明说，此举是对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遭到
一枚来自加沙地带火箭弹袭击的回应。11
月 29日，数十名巴勒斯坦青年前往加沙地带
东南部与以色列交界地区举行游行，以军对
人群开枪射击，导致 1人死亡，4人受伤。事
件发生数小时后，加沙地带武装人员向以色
列发射火箭弹。

11月 26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数

千民众举行“愤怒日”抗议活动，抗议美国政
府近日政策“转向”。抗议者前往以色列检
查站，向检查站投掷石块，并与以色列士兵
发生冲突。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至少 77
名抗议者被以色列部队打伤。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批评美国政府近来
否认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违法的表态。他
说，这一表态鼓励以色列将其对巴勒斯坦领
土的占领永久化，这证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
不具备作为调解方的资格。他呼吁国际社
会拒绝承认以色列非法修建的定居点。

美国“变脸”遭各方批评

11月 27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声
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联合国
重申对维护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承诺。联
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维奥蒂代古特雷斯
出席会议并宣读致辞。古特雷斯在致辞中
说，巴以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棘手挑战
之一。过去一年，这一问题的解决毫无进
展，且形势不断恶化。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
的承诺不会动摇。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
领土上修建的犹太人定居点不具备法律效

力，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些行动有
可能破坏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建立巴勒斯
坦国的可行性。

安理会 2016年底通过第 2334号决议，重
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
活动“违反国际法”，敦促以色列停止一切定
居点活动。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阿布·鲁
代纳声明说，美方表态无效且应受到谴责，
完全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
2334号决议。

11月 25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召开
紧急外长会。阿拉伯国家外长在会上指出，
美国对犹太人定居点的表态不仅对巴以问
题的和平解决产生消极影响，也是对国际法
准则和联合国相关决议的践踏。阿盟表示，
鉴于美方在巴以问题态度上的反复无常，阿
盟认为“美方已经不再适合作为中东和平进
程的调停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政府改
变立场，不再视以色列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
太人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俄方对此“非
常担忧”。俄方认为，只有以色列与巴勒斯
坦进行直接磋商，并兼顾巴以双方利益与国
际社会的相关决定，才能解决这一地区的长

期冲突。欧盟也发表声明说，欧盟认为以色
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会
对“两国方案”及巴以和平前景造成损害。

中东和平进程再蒙阴影

分析认为，巴以冲突近来不断升级，人
们担忧中东地区又出现新一轮战火。美国
在犹太人定居点上的表态如同火上浇油，给
中东和平进程再次蒙上阴影。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
报告员迈克尔·林克表示，“美国的政策不是
让巴以冲突通向和平的一步。美国政府的
决定背弃了国际法，很可能将成为彻底摧垮

‘两国方案’的最后一击。”林克表示，美国行
为“背弃国际法”和国际共识，只会导致永久
占领和种族隔离。

中东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在犹太人
定居点问题上的立场转变既不利于巴以和
平，也不利于美国自身利益。埃及国家规划
院研究员希柏·贾迈勒对本报记者表示，美
国支持以色列建设犹太人定居点，此举完全
无视现有国际规则和国际法。贾迈勒认为，
巴以冲突未来可能因此进一步加剧，严重威
胁地区安全局势。 □周輖 李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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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12 月 2 日宣
布，法国数字服务税“歧视”美国互联网企
业，考虑到相关“损害”，提议美国政府向香
槟、奶酪、手提包等价值 24亿美元的法国
输美产品加征最高达 100%的关税。

莱特希泽当天下午在一份声明中说，
“301调查”显示法国数字服务税“歧视”谷
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等美国互联网巨
头，给美国企业带来“负担”，同时也不符合

现行国际税收政策原则。
他还表示，301调查委员会将于 2020年

1月 7日就此召开公众听证会征求意见。另
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考虑对奥地
利、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数字服务税启动“301
调查。”

法国参议院7月批准了一项向跨国互联
网企业征收3%数字服务税的法规，适用于全
球数字业务年营业收入超过 7.5亿欧元（约

合 8.4亿美元）和在法国境内年营业收入超
过2500万欧元（约合2814万美元）的企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 7月 10日宣布
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启动“301调查”。

所谓“301 调查”源自美国《1974 年贸
易法》第 301条。该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
表可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
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
统实施单边制裁。 □熊茂伶

12 月 1 日，欧盟委员会史上首位女性
主席冯德莱恩正式上任。她强调将负责任

及竭尽所能打造一个更强大的联盟，让欧
洲成为冠军。 □徐祥丽 摄

美国宣布拟对24亿美元法国产品加征关税

美国航天局 12月 2日说，已经发现印
度“月船 2号”着陆器的残骸。“月船 2号”
着陆器 9 月 7 日尝试在月球表面软着陆
时失联，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此后多次尝
试恢复通信未果。

美航天局说，该机构 9月 26日发布了
一张美国“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照相仪
在 9 月 17 日拍摄的照片后，许多人下载
这张照片并协助寻找着陆器残骸。

一个名为尚穆加·苏布拉马尼安的人
与“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照相仪项目团

队取得联系，称自己在照片上发现了着
陆器残骸的迹象。美航天局并未公布苏
布拉马尼安的身份信息。

项目团队对比着陆器失联前后的照
片，并结合 10 月和 11 月拍摄的照片，确
定了撞击点和残骸所在地。

“月船 2号”今年 7月 22日发射升空，
是印度第二个月球探测器。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专家 11月 27日对
新华社记者说，失联两个多月的“月船 2
号”着陆器已经坠毁。不过，“月船 2 号”

的轨道器仍停留在月球轨道，预计未来
几年将保持运行状态，并开展系列实验。

据介绍，美航天局绕月运行的“月球
勘测轨道飞行器”装有两个窄角相机和
一个广角相机，其主要目标是搜寻月球
表面适宜载人探测器登陆的地点、勘测
月球资源、观察月球辐射环境以及测试
新的探月技术。借助它传回的图像，科
学家们将可以绘制高清三维月球地图。
它携带的相机曾给中国嫦娥四号拍摄

“航拍照”。 □周舟

美航天局发现印度“月船2号”残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