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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味·国际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土壕，是生产队村北的一块田地，因距
地面有 3米多高，自然形成一个见方的土
壕，约有五六亩，大多种小麦、玉米和谷物。

土壕里面故事多。三夏大忙，劳作之
余，我在土壕逮过“蝈蝈”（俗称：油葫芦），
那是人生一种欢愉；秋季，在土壕浇过玉米
地，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有窑洞避雨），那
是人生一种惬意。一天，在土壕歇晌，听一
位老农说道：“甭小看了咱这土壕，早年这
里曾屯兵打过仗哩！”我兴奋地一再央求他
讲讲那打仗的故事。他向我娓娓道来——

“1949年麦收前，国民党马家军骑兵先
头部队气势汹汹到了咸阳原，那会儿我只
是个 10来岁的娃娃。一天，我大（陕西方
言,意指爸）带我到地里干活，老远瞅见一
队骑着高头大马挥舞马刀的人，嘴里不住
嚎叫着，朝我们奔过来。那会儿咱小，没见
过这场面，吓得我直往我大身后躲，我大急
忙拉紧我的手往路边麦田闪躲，很快这路
人马冲到我们跟前，乡村土路不宽展，我们
父子俩站立在齐腰深的麦田，我大劝我站
着别动。我们身穿粗布烂衫，也许打眼一看是庄稼人，马匪
一晃而过，正在发呆，有个像当官的用马刀指着我大厉声道：

‘你过来。’我大不慌不忙近前。那个当官用刀指着我大的上
衣口袋：‘你口袋装的啥？掏出来。’我大不声不响从口袋掏
出一个熟红薯。那家伙原以为是手雷，一瞧是红薯便扬长而
去。那时，我常听老辈人讲，马匪贼得很，周围村子，有人携
镰下地，只要靠近马匪，不问青红皂白，先在你身上划拉一
刀，留个记号，提防你用镰刀砍他。咱这不大不小的土壕曾
屯过兵，西北野战军和国民党马家军此处摆过战场，马家军
骑兵被打得人仰马翻、落花流水。”他的讲述绘声绘色、头头
是道，听得我全神贯注、如痴如醉。

环顾土壕四周，实乃天然屏障，躲可藏，进可攻，退可
守。不过我还是半信半疑，俗话说，眼见为实。多年后，我终
于看到 2016年 3月 22日蔡朋岑撰写发表的一篇《咸阳阻击
战：马家军骑兵的丧钟》一文，该文提及：“1949年 5月中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解放了以西安为
中心的广大地区，野战军主力已经进至西府地区（即西安以
西，泾、渭河之间地区）。与此同时，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的
华北野战部队第十八、十九兵团正积极准备由晋入陕，参加
解放大西北作战。……”

历史是一面镜子。史料足以见证那段咸阳往事。如今
土壕早已填平被征为建设用地，但历史仍在心头萦绕。难怪
有人说，每一段历史，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和人物
组合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那人、那壕、那故事都将在遗忘中
重新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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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腊月后，在村里，两人若是在
街上对面遇到了，说几句话，往往其中
一个会先问一句“开始办年货了吗”，另
一个就答“办着呢”，或者说“不急，还没
办呢。”一个“办”字，说明是把年货当大
事来对待的。

集市上的人，明显多起来，摊位密
集的地方，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特别是
肉摊前，有人踮起脚，指着肉架子上挂
着的半扇猪肉，急急喊着要后腿或者要
其他部位的肉，生怕被人抢了去似的，
卖肉的人一边不慌不忙地割肉，一边笑

着宽慰他说：“不急不急，
今天肉多着呢。”

提了肉的人心满意
足地挤出人群，一边喊

“油到，油到！”，意思是
借光借光，别让猪油蹭

到您身上去了。于是，人群很快闪出
一条缝，提肉的人出去后，这缝又瞬间
合拢了。

村里很多人自家有猪，养了一年，
就等这时候。这猪，叫年猪。请村里的
屠夫来杀年猪，不用付钱，猪头下货给
他就行。一头猪二百多斤，不仅自家
吃，还送亲戚，送邻居。自家养的猪纯
生态的，肉有嚼头，特别好吃。

杀年猪的人家，若是有正顽皮的孩
子，这时就会举着个猪尿泡，吹起来当
气球，满大街跑。或者，放在地上当足

球踢，怎么踢也不破。
我家不杀年猪，母亲将自家养的猪

卖了，再从杀年猪的人家买些肉，这样
不操心，省事儿。她还会从屠户家另外
买一个猪头回来。没事时，就将铁钩放
在炉子里，烧红了，一根根燎猪毛，满屋
子都是焦糊味儿。

这时候，我会攥着一根猪尾巴——
当然是煮好的，跑出去一边啃，一边和
小伙伴们打打闹闹，有孩子笑嘻嘻地凑
上嘴来，我若是高兴，就让他啃一小口。
当然，我也会吃人家手里的猪耳朵。

人们从集上回来，肩上背着或提着
个尼龙袋，里面大多是蒜苗、山药，还有
藕啥的，这些菜放得住，需要早早买下，
要不到了年根要涨钱了呢。

孩子若跟在身后，手上总是牵着个
气球，红红的，看着就喜庆。有孩子一

不小心，气球溜出手，飘了出去，越来越
高，直往云层去。孩子抹泪跺脚，大人
却不急，笑着说：“没事没事，咱回去再
买一个。”

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一些东西，窗
帘、床罩等等，这时刷刷掏出票子来，买
了，“过年嘛，家里要新鲜新鲜。”女人有
时还会给自家男人买个刮胡刀或者买
双皮鞋，细心的男人，也会给自家女人
买条好看的丝巾，或者雪花膏啥的。

人们就像燕子啄泥筑巢一样，一点
点置办年货，仓房里、厨房里都满满当
当。直到大年三十晚上，饭菜端上桌，
一家人围坐，终于可以歇歇了。这时
候，累且欢喜着，“过年了，团圆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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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生在皖北芡河岸边一个偏
僻的乡村，长大后便与沿河相距 20里
地的父亲结为伉俪。父亲年轻时驶大
船，这样母亲成了家中里里外外的一
把手。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
含辛茹苦把我们姊妹拉扯成人，倾注
了她一生心血。

从我记事时起，母亲总
是忙碌而辛苦。洗衣做饭、
喂猪喂羊，还和父亲一起炸
馓子做生意。在我上中学
时，母亲患了胃病和风寒，
发作时常常疼得吃不下饭，
抬不起胳膊。每当我放学
回来，见她痛苦呻吟，都会
一阵揪心，用袖抹泪。母亲
却对我说：“孩子，不要紧，
我这是老毛病了。”然后，挺
着纤弱的身体去做饭。晚
上我做作业，母亲就凑到油
灯近处，一针一线地为家人
赶制衣服或做鞋。高中我在县二中住
宿，每周返校带上她给我准备好的大米
和炒咸菜，就是我一周的伙食。

每一次离别，无论长短，我们彼此
都有一段似水流年的伤痕，犹如白日
无光的孤寂。大约从那时候起，文学
作品中描绘倚闾而望的故事,深深感
动着我。

我入伍离家的前一天，在人武部
换了军装回家，晚上突然病了，躺在床
上，意识恍惚，隐约听到母亲说，很烫，
发烧了。我睁开眼睛，见生产大队赤
脚医生来了。医生给我打完针，我沉

沉地睡着了。当我再次醒来，发现母
亲守在我身旁，一夜未眠。

翌日临走时，母亲破天荒没有送
我，在迈出家门那一刻，我不舍地回
头看着她，眼泪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流
了下来。母亲见我哭了，安慰说：“去
吧，到部队好好干，不要想家。”

我似乎感受到了她牵挂儿子的
那种无法排解的愁绪，可是，我没
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到部

队第二年的夏天，我收到
了一份加急电报：“母亲病
危速回”，我当天就踏上东
去的列车……

我不相信死神会降临
到母亲身上，还给她买了一
提包吃的东西。从德令哈
赶回蚌埠，又赶回怀远时，
遇见了我的一个表兄，他拉
着我的手说：“我大姑是带
着怨愤走的！”

这句话像晴天霹雳，在
我耳边炸响。瞬间，我似乎
屏住了呼吸，两腿寸步难

移。一路悲痛回到家，在母亲的坟前
嚎啕大哭。在诸表兄弟的劝说下，他
们把我从母亲坟前拉起架往外婆家。
白发苍苍的外婆拄着拐杖在村口等
候，脸上悲伤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
外婆给我讲，有一次，母亲看到一名穿
军装的年轻人陪着一位老人路过，她
就给外婆说：“要是多硕回来就好了，
我也和他一起去上街。”

多少年来，当我回忆起母亲的这
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悲伤与歉
疚。这是一个母亲盼望与儿子相见并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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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运河面临缺水挑战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 1月 6日发布

的一份报告说，受气候变化影响，2019
年巴拿马运河流域降水量较历史平均
水平低 20%，是 70年来第五个雨水最
少的年份。

报告说，2019年，巴拿马运河流域
降水量为 2149毫米，低于 2695毫米的
历史平均水平。降雨量减少使得运河主
要水源加通湖的水位低于历史平均水
平。截至6日，加通湖水位为25.72米，历
史平均值为26.8米，这将对运河在即将
到来的旱季正常运行造成不小影响。

为此，运河管理局将继续采取临
时节水措施，以保障运河的正常通

行。这些措施包括暂停加通湖水电站
发电、在船闸之间循环使用水资源以
减少水排放、较小型船只通过时，可视
情况同时通过两艘船等。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认为，因气候
变化造成的缺水是运河未来所面临的
最大挑战。管理局呼吁政府采取进一
步措施缓解缺水状况，包括开发地下
水源、引入水处理厂的排水、向运河水
域引入其他河流、建设新水库以及海
水淡化等。

巴拿马运河全长 80余公里，连接
太平洋和大西洋，自1914年建成后，一
直是全球贸易的重要水道。 □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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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三场雨，麻布扇子高阁起……”
以前老人们经常这样说。处暑过后，旧
居的门房口吹过了第一缕凉风，今年的

“秋老虎”似乎打了盹，没有往年的蛮横
霸道。这个时候回到旧居，或许更多的
不是避暑，最让人忍不住的就是无尽的
怀想。

连日的阴雨，导致屋檐上的粘土瓦
滑出了约莫一寸长，可想而知，屋顶的
瓦片已经接不上了，平平整整的屋檐早
已是高的高、低的低、缺的缺、漏的
漏，就像人到暮年时的牙口，母亲提
醒我，没事不要在周围瞎晃悠。我站
在台阶上透过玻璃向屋里四下看了
看，地上还摆着一对红黑格子的皮革
沙发，上面的土有硬币厚，墙上几张
褪了色的宣传画，半悬在空中，为八
卦形的蜘蛛网提供着力点，墙的中间
还挂着一个中规中矩的朱红色四方相
框，里面的相片貌似还在，相框外的
玻璃已经裂了纹。从屋顶瓦槽溢出来
的雨水顺着墙面的泥皮渗下来，刚好
到了镜框后面，墙角的一块还湿着，
屋檩已是腐朽不堪。很早时，母亲就告
诉我说：“儿子，你就是在这间瓦房里出
生的，那时候村里纯砖瓦结构的房子可
不多，可惜在里面住的时间并不长。”我
接着问时，母亲就不说了。

我在相框里找到一些早时自己和

家里人的照片，本来应该是彩色的，由
于潮湿，多个地方就改变了原本的颜
色，掸去上面的灰尘，拿起来夹在书
里，其中一张让我最为印象深刻，是
母亲炒菜时的照片，依旧还可以看到
房间里的陈设，长腿茶几、高低柜、
三斗桌子都是那时候的流行摆件，我
盯着照片仔细端详了许久，然后又放
了回去。透过照片我似乎闻到了那时
候的味道，一股烟熏的土炕味，一股水
撒在砖地上的土腥味……

多少年了，屋外那棵老枣树仍然屹
立在那里，枯了旧枝换了新芽，轮廓比
之前小了一圈，已找不见一颗像样的
青枣，像一个睿智的老人，静默着什
么也不说，它似乎看懂了我此时此刻
的心思。工作之后，忙于生活有的时
候无暇顾及四季的更迭，更没有时间
去捡拾那些残存在旧居里遗落的记
忆。这时，一阵凉风顺着大门吹了进
来，枣树的叶子落了一地，我似乎看
到了那个坐在大门外，双腿耷拉在青
石门墩中间门槛上的自己，一边敲打
着当当作响的铜门环，一边急切等候
着饭熟。我发现这座平静的旧居就这
样不知不觉，把它固有的气息，渗透进
到了我的骨子里。

一遍遍，我徜徉在这冷清安静的院
落里，沉思、怀想，那些旧物，被岁月踏
出了泛黄的颜色，这种颜色，有一种忍
隐历遍大千后的静默，而这座旧居就在
静默中等待故人灵魂的皈依。

新年伊始，当全球各地还沉浸
在喜迎 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欢乐
中时，中东地区却被接二连三的紧
张事态所裹挟，地区局势走向越发
令人担忧。

先是东西部势力长期对峙、兵
戎相见的利比亚局势出现重大变
数，土耳其议会 2日批准政府出兵
利比亚的法案，埃及、沙特、阿联酋
等国予以强烈谴责。两天后，利比
亚国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与土耳其
断交决定，当晚利比亚首都的黎波
里一军事学院遭空袭，数十人死
伤。国际社会普遍担心，利比亚或
将成为另一个叙利亚。

美国伊朗对峙的陡然升级更牵
动世人神经。2019年底，一名美军
承包商在伊拉克一起导弹袭击中丧
生，美军旋即发动对叙利亚和伊拉
克两国“真主旅”基地的空袭，致死
数十人，愤怒的伊拉克民众随后开
始冲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馆。年后，
五角大楼宣布增兵中东，美无人机
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上空实施

“斩首行动”，伊朗“圣城旅”领导人
苏莱曼尼在行动中丧生。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誓言“严厉报复”，随
后美伊双方互相威胁要打击对方的
多处利益目标。

美国和伊朗这一轮冲突导致伊
拉克沦为牺牲品。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市中心“绿区”等地和巴格达以北

一个驻有美军的基地 4日和 5日晚
先后遭到炮弹袭击，造成人员伤
亡。伊拉克国内反美情绪高涨，议
会通过法案要求结束美军在伊拉克
的存在。

鉴于伊朗在中东地区多个国家
具有一定的现实影响力以及中东民
众反美情绪高涨，分析人士普遍担
心，美国和伊朗新一轮冲突的外溢
效应将远超 2019年美伊对峙时受
波及的海湾地区。人们担心，不仅整
个中东地区将变得更加动荡，就连美
国本土和欧洲恐怕都不会太平。

中东这些乱象，也是 2019年在
该地区上演的一幕幕冲突的延续与
升级——叙利亚北部边境，土耳其

“和平之泉”军事行动的硝烟仍未消
散，沙特遭导弹袭击的重要油田设

施尚未完全修复，海湾地区油轮遇
袭的原因有待查明，黎巴嫩、伊拉克
持续数月的街头抗议活动仍在上
演，美国高调宣称的解决巴以问题
的“世纪协议”千呼万唤难出笼……

追根溯源，令中东出现种种乱
象的原因在于，美方为遏制伊朗在
中东的影响力，单方面毁弃国际社
会与伊朗协商达成的伊核协议，试
图对其实施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
位制裁和围堵。而随着美国大选临
近，特朗普政府铤而走险，选择在第
三国领土实施肉体消灭的极端军事
打击手段。这种滥用武力的军事冒
险行动遭到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
际社会一致谴责，就连美国国内也
普遍质疑此举的必要性。美国民主
党总统竞选人拜登指责这一做法无

异于向火药桶里扔进更多炸药，可
能让美国处于“席卷整个中东的重
大冲突边缘”。

加剧中东局势动荡的另一个原
因，是域外势力和地区大国对冲突
国家与地区局势的深度介入和直接
干预。而这与地区国家之间业已存
在的教派和民族宿怨相互纠缠与激
化，加深了地区国家之间的猜忌与
冲突。其结果是，多个国家被迫消
耗本不充足的社会资源用于军事对
抗，无暇发展民生，引发民众不满，
导致国内政局持续动荡。

这一轮中东局势紧张升级后，
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
的许多国家纷纷呼吁美国停止使局
势进一步恶化的危险行径，与包括
伊朗在内的有关各方开展对话。

当下，中东局势依然在发酵，前
景不明。伊朗誓言对美实施军事报
复，并宣布不再履行伊核协议中有
关离心机数量限额的条款，但同时
也表明，不排除与美国在伊核问题谈
判框架内进行相关谈判。伊核问题
全面协议是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的重
要支撑，继续保留该协议至关重要。

人们希望，有关各方切实遵守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认识到军事手
段没有出路，开展对话，为不断滑
向失控的中东局势踩下“刹车”，为
中东民众营造更加和平安宁的发展
环境。 □吴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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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哈萨克斯坦通讯社（哈通社）1
月 6日报道，哈 2020年继续对中国公
民实施 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并新增
奇姆肯特、阿克套、卡拉干达和塔拉兹
4座城市供中转出入境。

哈通社援引哈文化体育部消息报
道说，为提升哈萨克斯坦在国际旅游
业中的影响力，满足游客赴丝绸之路
沿线城市旅游的需求，哈政府日前颁
令，将对中国公民和印度公民的 72小
时中转免签入境政策延长至2020年12
月31日。

根据政府令，除此前已适用这项
政策的努尔苏丹和阿拉木图市外，中
国公民还可从奇姆肯特、阿克套、卡拉
干达和塔拉兹市的国际机场中转入境
哈萨克斯坦。入境时，哈边检人员会在
旅客护照上盖章并标注具体入境时间。

据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哈通社发
布的提示，过境旅客须持有去往第三
国的有效机票或登机牌、前一个航
段的登机牌回执、有效护照和最终
目的国签证（免签国家除外）方能中
转入境。 □张继业

哈今年继续对中国公民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

受林火肆虐影响，澳大利亚首都
堪培拉 1月 5日橙色烟雾笼罩，能见度
低下，空气质量堪忧。当地政府提醒
居民，尽量待在室内。

据德新社报道，澳大利亚首都直
辖区卫生部门数据显示，堪培拉市中
心 5日下午空气质量指数为 3362。根
据有关标准，这一数值超过200意味空
气有毒。

当天，堪培拉不少博物馆、公园、大
学和购物中心关门；澳洲航空公司取消
前往堪培拉的所有航班。澳大利亚首

都地区首席部长安德鲁·巴尔提醒市
民，尽量待在室内，避免暴露于烟雾中。

堪培拉卫生当局推荐居民佩戴防
尘口罩，但防尘口罩已经断货。巴尔
说，大约 10万个防尘口罩定于 6日运
抵堪培拉。

全球最大空气质量数据库“艾可
爱尔空气监测”数据显示，堪培拉 5日
空气质量比印度首都新德里糟糕3倍，
比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合尔糟糕 4
倍。“艾可爱尔空气监测”在全球设有
超过1万个监测点。 □王逸君

火情肆虐 澳首都空气质量堪忧

韩国总统文在寅 1月 7日在总
统府青瓦台表示，当前朝美对话停
滞不前，韩朝关系面临倒退可能，因
此在推动朝美对话的同时，迫切需
要寻求现实方案促进韩朝合作。

文在寅当天发表 2020年新年
贺词时说，“过去一年韩朝合作未能
取得较大进展，令人遗憾。朝美对
话不应失去动力，炫耀武力和威胁

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文在寅表示，韩国和朝鲜是应

一起生活的“生命共同体”，不允许
发生战争、相互保障安全、共同繁荣
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的三大原则。
坚持这三大原则需要国际社会的努
力，同时需要韩朝间合作。

文在寅提议韩朝开展边境地区
合作，继续协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上韩朝共同入场和组建联队等问
题，携手推进非军事区申遗事项。
他表示，希望韩朝共同努力，早日促
成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回访首
尔。他还表示，韩国政府将为促进
朝美对话竭尽全力，也将继续为推
动重启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
项目不懈努力。

2018年 4月 27日，文在寅和金

正恩在板门店会晤并签署《板门店
宣言》，宣布双方将为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而努
力。同年 9月 19日，文在寅访问朝
鲜，和金正恩在平壤签署《9月平壤
共同宣言》，就早日推动半岛无核
化进程、加强南北交流与合作、努
力把朝鲜半岛建成永久和平地带
等达成一致。 □陆睿 耿学鹏

文在寅说需寻求现实方案促进韩朝合作

1月6日，
古特雷斯呼
吁有关各方
保持最大限
度克制，以防
止全球性紧
张局势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