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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味·国际

联合国邮政管理处日前发行中国农历
庚子鼠年特别版邮票版张，庆祝中国农历新
年的到来。

该邮票版张由每枚面值 1.20美元（1美
元约合 6.9元人民币）的 10枚邮票组成，整
个版张定价14.95美元。

邮票的左半部分为蓝色的联合国会徽
图案，右半部分为生肖鼠的剪纸形象。邮票

右侧图案由中国画家殷会利设计，除鼠的形
象外，在色彩方面主要使用了中国春节传统
的金色和红色。

联合国邮政管理处 2010 年 5 月为纪
念中国生肖邮票发行 30周年，首次发行
以中国农历生肖为内容的个性化邮票。
今年的“鼠票”是联合国发行的第 11枚中
国农历生肖邮票。 □尚绪谦

联合国发行中国农历鼠年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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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末，家家户户都开始打扫房间、
换洗被褥、擦拭灰尘，对家里进行大扫除，
就是为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年。

站在辞旧迎新的十字路口，回首往事，
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笑也有泪水。面对
即将到来的新年，需要对我们的身心也来
一场彻底的大扫除。

不因成功而沾沾自喜，甚或得意忘
形。成功的美酒虽然馥郁无比，令人陶醉，
倘若一味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不能自
拔，就会得意忘形，迷失自己，看不到自身
的不足与缺点。《尚书·大禹谟》曰：“谦受
益，满招损。”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
后。这句至理名言，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
的颠覆不灭的真理。

每个人的失败，各有各的不同。但成
功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除了自身的努力
之外，离不开贵人相助。古语说得好，千里
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自小就爱好读书写
作的我，自知不是千里马，但也渴望扬蹄奔
跑，心中一直梦想着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
字，分享给更多的人。尽管写了不少作品，
也投过稿，但大都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曾经彷徨过、苦闷过、忧愁过，但从未停止写
作。通过参加文学活动，认识了很多同道前
辈与朋友。经过他们的指点与提携，终于梦
想成真，相继发表了数篇散文诗歌。

心中的喜悦，无需多言。只有保持清
醒的头脑，才能明白这些成绩不过是文学
创作万里长征迈开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更
长的路要走，写作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不能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固步不前。
不断激发自己旺盛的创作激情，写出更多
更好的作品。

不因失败而灰心丧气，破罐子破摔。
面对差距，要学会利用威利·卡尔发明的清
除内心不良情绪的“万能公式”，打开心
结。学会坦然面对失败，鼓励自己接受失
败的结果，并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写作中去，做好自己。

美国著名人际关系学大师，美国现代
成人教育之父，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
奠基人戴尔·卡耐基说：“拒绝接受最坏的
境况，不肯从灾难中尽可能的救出点东西，
不但不会重新构筑自己的大厦，反而成了
忧郁的牺牲者。”因此，深刻反省，接受差
距，给身心来场大扫除，清除掉覆盖在心中
的不良情绪的灰尘，保持良好的心态，以积
极的精神风貌，迎接未来，把失败化作前进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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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匆匆过，年华似水流。时间
在滴滴答答声中，一秒一秒，不紧不慢
地走过，悠然走到了一年的尾端，再过
几日，便是新的一年。每当
这个时候，人们总会怀念过
往的岁月，期盼新的一年自
己过得更好。

看着宁静的夜，只有路
灯发出明亮的光，照亮那些
晚归人的路。我抖抖衣角，
快步走出办公楼，消失在这
夜色里，一会儿，便到了
家。妻儿早已睡下，我轻轻
洗漱、宽衣，慢慢躺下，身体
疲惫，却无法入睡。

如水的月光从窗边倾
泻下来，洒在床角。月光不
够明亮，却足够温暖。2019
年，我没有太多独特的记忆，
繁杂的工作、琐碎的生活、焦
虑的心境……一切仿佛没有
变化，一切又在不断变化。

如果是以前，加班回
来，我会喋喋不休地诉说自
己的一天；如果是以前，晚
归回来，我会看电视玩手机，继续折
腾……而如今，一切变得安静起来，自
己没有成长，而是有了宝贝以后，有
了更多的责任和自律。

看着宝贝粉嘟嘟的小脸，轻轻拍

拍小屁股，他转动一下身体，发出哼哼
声响，好像是在和我打招呼，又仿佛有
对我的捉弄表示不满……此刻，觉得
岁月如此美好，就像宁静的湖水，没有
一丝涟漪，只有静静的美。

“我觉得这还挺美的！”我不由想
起几日前，妻子说的一句话。那天，一

个难得清闲的周末，我和妻
子都起得比较晚，宝贝比我
们早些醒来，翻过身、趴在
床上，“咿呀咿呀”说个不
停，口水喷到我的脸上。我
慌忙抱起宝贝，将他高高举
起，他很开心，房间里顿时
充满了咯咯的笑声，妻子看
到这一情景，发自内心的愉
悦，便说了这句，“挺美的”。

诗书藏在心，岁月何曾
败。我和妻子都喜欢文学，
经常研读古典诗词，在读书
的静好岁月里，一切将变得
更加美好温润，看世界的眼
光也大有不同。

看着皎洁的月，再次想
起那首《静夜思》。往事悠
悠，岁月如流，人生何处寄
乡愁。带着思念，带着乡
愁，在这思念的情愫里，我
想起王昌龄的一首《芙蓉楼

送辛渐》里的名句，“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而今天，我想对远在家乡的父母，
想对家乡的亲朋好友，想对即将到来
的新的一年，说声，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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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看到天空中明晃晃的满月
就想起故乡的月亮，总想起张爱玲
的一句话“对过有一个黄色的大月
亮，低低地悬在街头，完全像一盏街
灯。今天这月亮特别有人间味。他
放佛是从苍茫的人海中升起来的。”
故乡的月亮，似乎是浸在人世间的，
不仅有着人间味，它升起的时候，似
乎还带着孩提时的欢声笑语，还带
着那愈夜愈明晰的清脆的蛐蛐声，
带着槐花树的香气，渐渐的，似乎还
带着人影。

月亮越来越高了，时间似乎越
来越远，那个人影渐渐年轻了，他的
肩上挑着重担，他的担子里，覆盖着
满满一担结实的果实，是连枝折回
来的野生毛杏，一个小孩，扑在他怀
里：“爷爷、爷
爷我要吃毛
杏。”那个人
影一边卸下
担子一边笑：

“等等啊，爷
爷帮你取。”

那个人
影似乎在摇
着一把大大
的蒲扇，口
中 喊 着 什
么，在他地指挥下，一群小毛孩奔跑着欢笑着，整齐划
一地喊着什么，看那样子，那声音似乎能响得飞到月
亮上去。那个人影笑啊笑，孩子们跳啊跳，那个小孩
趾高气扬地扯着嗓子喊：“我爷爷是大队长，你们都得
听我爷爷的。”

是月亮越过了窗棂，跳进了那点着灯的窗户，那
屋里，一个小孩埋头写着作业，一把蒲扇在轻轻摇着:

“快些写完吧，写完就能睡觉啦。”
月光跟着轻轻地走，照着地上的两个人影，一个

小小的人影趴在一个长长的人影的背上，双腿晃啊晃
啊：“爷爷，爷爷，吃了夹心饼干，我的肚子就再也不会
疼了。”

是月光老了吧，还是时光？庭院渐渐空了，小孩
也渐渐离开了家，那满满的求学路，从来都不朝着家
的方向。月光下，那个身影是否还是摇着蒲扇望啊
望？那个身影是否还在“咿呀咿呀”地唱？只是曾经，
那个最捧场的小听众已经离开了，那悠扬的歌声中是
否有诉不尽的寂寞和孤独？

是时光吧，它总会带走一切，不管是热烈还是凄
凉，不管是回忆还是愿望；那个身影，渐渐地老在时光
中，那院门前蹲着的身影，是那远走的小孙子留下的
最后回忆。

我的爷爷，在时光里，走远了，只留下斑驳的身
影，只有故乡的那一轮圆月，澄黄透亮，仿佛还沾着露
珠，带着那时的香气，从记忆的深处一点点升起 .只是
那时的月亮，已经随着时光老去，人的离散，再也找不
到了，留下来的只有这一轮黄色的大月亮，温暖着记
忆和漂泊远行的灵魂。

天气转冷的那天，母亲从箱子里找
出那件暗红色的呢子大衣，认认真真地穿
在身上。大衣是父亲生前为母亲买的，虽
然款式和颜色都有些土气，但母亲却自
是喜欢的不得了，每年冬天都会穿在身
上。我们知道，那件大衣，融入了父亲
对母亲的爱。

大衣是父亲十几年前进城办事时给
母亲买回来的，当时我们都惊奇不已。父
亲很少买衣服给我们，更别说买给母亲
了。从小到大，我们全家身上穿的衣服，
全都由母亲一手操办。所以，父亲破天荒

地给母亲买回来一件大衣，这让我们
既诧异又兴奋。

母亲虽然嘴上说父亲乱花钱，
但看得出，她内心满是欢喜。几天
后，我放学回来，意外发现母亲竟悄
悄地将大衣从箱子里拿出来，欢天
喜地地穿在身上。当时，母亲站在

大衣柜的镜子前，照了又照。看母亲穿
上新衣的神情，竟像一个待嫁的新娘，满
足而羞涩。

父亲当时在一家工厂上班，每逢周四
才会回到家里。回来后，他心疼地接过母
亲身上的扁担，挑水担粪、引水浇地，甚至
和我们一起割猪草，总之无所不做。父亲
天生不爱说话，但他对我们的关心，对于
家庭的照顾，对母亲的心疼，全都会付诸
行动，让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父亲和母亲一起牵手走过了四十多
年，然而几年前，父亲却突然离我们而

去。虽然在长长的一生中，他们也有吵架
的时候，但父亲总会主动向母亲提出“和
解”。在当时那个清贫的年代，母亲也尽
可能地照顾着父亲的身体。每逢周四，母
亲总会为回家的父亲煮好一碗面条，碗里
再卧上两个荷包蛋，勾人食欲。

母亲对父亲的爱，犹如她在地里种下
的那些棉花，温暖而纯洁。鸡蛋虽然比不
上现在娇艳的玫瑰花，比不上浓情的巧克
力，但吃在嘴里，却能感受到滋润和暖
心。从小到大，我从没看到过父母之间肉
麻地示爱过，但我却透过那些彼此扶持、
相互心疼的小情节，真切感受到了他们那
种朴实的依恋，他们的那种爱，却有着恰
到火候的三十七度的暖意。

父亲当了一辈子工人，为人平和，做
事低调。是同事眼中的好工友，领导眼中
的好下属，子女眼中的好父亲。父亲一生
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听广播，

一生中到底听坏了多少收音机，恐怕连父
亲自己也数不过来。反正，收音机每坏一
次，母亲就会掏钱为父亲重买一个新的，
毫无怨言。在这件事情上，母亲从不斤斤
计较，但母亲却从不舍得花两块钱，为自
己买上一条围巾。

不久前，读著名作家周晓枫的一篇散
文，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不要把爱，爱成
一团火，因为燃烧会让心狂热。不如，就
让爱情这么小火烘焙着，比对方的心灵的
三十六度八稍高一点，总能驱了对方心底
的寒气又不至于灼伤感情，总能让对方累
了倦了伤了时，有那么一捧不曾远走的温
暖，在相伴的岁月里静静地燃着。三十七
度，刚刚好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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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俄罗
斯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这是默
克尔今年首次出访，也是德国总理5年
来首次访俄。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普
京在近4个小时的会谈中，就近期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的美伊紧张关系、中东
局势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交
换了意见，并达成诸多共识。

反对美国“长臂管辖”和“域外制
裁”，继续推进“北溪—2”项目

与“北溪—2”项目相关的能源合
作是默克尔此访的重点议题之一。“北
溪—2”管道经波罗的海海底连接俄罗
斯和德国，再通过德国干线管道将天
然气输送到欧洲其他地区。该项目总
投资约 95亿欧元，由俄罗斯、德国、荷
兰、法国和奥地利等国油气企业投资，
已经完成 90%。2019年 12月，美国通
过 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宣布对参
与该项目的企业进行制裁，要求立即
停止作业，引发俄罗斯和欧盟的不满。

访俄期间，默克尔和普京再次批
评美国的“长臂管辖”和“域外制裁”。
默克尔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溪—
2”输气管道项目可以改善欧洲能源安
全，德国和欧洲国家能够从项目中受
益。美国的制裁是错误的，德国会继
续支持该项目和天然气供应多元化。

普京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在美国

制裁的情况下继续铺设天然气管道，
预计“北溪—2”项目可能会在 2020年
末或者 2021年初完工，并正式投入运
营。默克尔强调，尽管欧盟目前对俄
罗斯还在进行经济制裁，但德俄将继
续保持积极的经济往来。

呼吁应继续遵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希望防止中东局势持续恶化

中东局势是默克尔此访的又一个
重点。在会谈中，默克尔同普京就中
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在伊核问题、利
比亚局势方面取得了不少共识。普京
在会谈后表示，希望中东地区的事态不
会发展为大规模军事冲突。双方同时
呼吁应继续遵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欧洲媒体认为，中东地区安全局
势对作为中东近邻的欧盟国家影响更
大、更直接。普京在同默克尔会谈中
表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如果发展成
为大规模军事冲突，对整个世界都是
灾难，这将导致新一轮更大的难民潮，
而欧盟将首当其冲。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
示，美伊冲突加剧、中东局势恶化会给
欧盟的安全、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消
极后果，欧盟希望中东早日恢复平
静。近来，欧盟围绕地区热点问题展
开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希望能够防止
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

法国、德国和英国领导人 1月 12
日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维护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认为这一协议对
防止核不扩散起着关键作用。三国领
导人明确表示，“尽管当前局势愈发困
难，三国为维护伊核协议作出了不懈
努力。”

共同立场为双方接近提供了契
机，但深层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

除了德国，法国近来也积极推动
缓和同俄罗斯的关系。

1月 13日，马克龙在一份声明中
称，他同普京在前一天通话，重申了法
国和俄罗斯在维护伊核协议方面的共
同诉求。去年，法国推动欧洲委员会
恢复俄罗斯的表决权；2019年 8月，
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前夕，普京访问
法国并同马克龙举行会谈；法国还促
成“诺曼底模式”四国（俄罗斯、乌
克兰、德国、法国） 峰会在巴黎举
行。此外，马克龙还宣布将于今年 5
月赴俄参加庆祝战胜纳粹德国75周年
活动，这都被舆论视为释放缓和法俄
关系的信号。

俄罗斯政治评论家网站评论称，
对于如今的欧盟而言，同俄罗斯维持
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评论说，英国

“脱欧”削弱了欧盟的实力，欧盟更需
要来自俄罗斯的支持，“默克尔此访不

仅是为了德国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
代表了欧盟的意愿”。

彭博社的评论称，虽然俄罗斯和
德国战略利益不同，但是两位领导人
都希望防止中东局势升级，抵制美国
制裁、推动“北溪—2”项目尽早完工。
这同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和德
国的疏远形成鲜明对比。

近期美国在中东局势、“北溪—2”
项目等问题上的单边行动引起欧盟不
满。在俄罗斯注册的国际观察组织
CIS—EMO执行主任斯坦尼斯拉夫·贝
绍克表示，默克尔此访将有助于向美
国传达欧盟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忧。“尽
管这次会谈并不意味着俄欧关系出现
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会谈重申了双方
的共同关切，尤其是欧盟对于中东可
能出现新冲突的不安。”贝绍克说。

分析认为，当前美伊紧张关系升
级，欧盟同俄罗斯在伊核问题的共同
立场为双方接近提供了契机。德国和
法国同俄罗斯缓和关系带动了欧俄关
系整体改善，不过这种缓和能走多远
尚待观察。

法国媒体分析认为，欧盟内的东
欧成员国对俄罗斯心怀忌惮，俄罗斯
同欧盟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深层矛盾
短期内难以解决，这些都将成为阻碍
欧俄关系改善的巨大障碍。

□张晓东 张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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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林火肆
虐，烧毁大片考拉栖息
地，不少人为这一“萌
物”命运揪心，澳大利亚
的近邻新西兰人想到，
不如让考拉集体迁居新
西兰？

不过，专家很快给这
个主意泼了冷水。

数千人请愿

德新社报道，截至1
月13日下午，倡议“新西
兰引进考拉”的请愿书
已筹集 6500多份签名。
请愿书写道：“考拉在澳
大利亚面临功能性灭
绝，它们有可能效仿许多
其他澳大利亚原生物种，
在新西兰茁壮生长。”

请愿书提到，考拉
主要以桉树叶为食，因而不会破
坏新西兰本土生态系统；新西兰
有将近3万公顷桉树林，与澳大利
亚桉树林面积相当，能够为考拉
提供丰富食物来源。

自去年 9月以来，澳大利亚
林火过火面积迄今超过1000万公
顷。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估算，可
能超过 10亿只动物在林火中丧
生，包括袋鼠、考拉等澳大利亚代
表性动物。

澳大利亚环境部长苏珊·利
13日视察一家救治烧伤考拉的

“考拉医院”时说，当前估算损失
为时尚早，但这一场林火无疑造
成“生态悲剧”，考拉“受害尤其
惨重”。

她说，政府将设立工作组，为

救援考拉和恢复考拉栖
息地制定计划，将考虑

“一些创新方案，包括是
否能够把考拉安置在非
原始生长地”。

“没那么简单”

不知是否被澳官员
的话激发“灵感”，新西兰
人请愿“考拉搬家”，但专
家指出“不可行”。

悉尼大学动物学家
瓦伦蒂娜·梅拉告诉笔
者，把一个异国物种迁移
到新地方，可能对当地原
有物种以及整个生态环
境产生影响。

梅拉说，考拉天生十
分“挑食”，“可能根据树
叶的毒素和营养成分，仅
仅选择某几棵树、甚至这

些树的某部分叶子作为食物”；即
使在同一片栖息地内，“住处”相
隔不远的考拉也可能偏好不同

“口味”的桉树叶。
别说搬家到新西兰，即使在

澳大利亚境内，想要转移个别考
拉也十分困难。“光有桉树，不一
定能满足个别考拉的需求，更别
说迁移整个种群。”

梅拉提醒公众，把澳大利亚
本土物种引进新西兰的事不是没
做过。比如，为了做皮毛生意，新
西兰 19世纪 50年代曾引进澳大
利亚负鼠，但这种动物很快泛滥
成灾，直至今天仍在祸害新西兰
的原始森林。“我们应该吸取教
训，做出重大环境决策时听听专
家的意见。” □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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