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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哨
□舒敏

我是有过哨子的，那是父亲慷慨买来
送我的礼物，是银白色的金属，由圆柱体
加长方体组成。长方体与圆柱体交汇处
附近，有个不大的孔。哨子里有个小小的
球状物，它可以在哨子里随意打滚、撒泼，
却永远不用担心会掉落。

那是很金贵的玩意儿。刚买回来，母
亲就给哨子穿上细长的彩色毛绳，出门要
带，只需将哨子悬在脖颈上，既安全又洋气。

瞧，我可是个有哨子的孩子。
出门去玩，走着吹着，跑着吹着，“哔、

哔哔”，别提多神气。可惜，有哨子的孩子
总归是少数，毕竟，那亮晃晃的哨子，是要
花钱的啊，而钱，哪有闲的？

那懒洋洋的柳树条，平淡无奇的杨树
枝，到了巧手的孩子们手里，剪断、扭几
下，居然就能将树皮囫囵剥下，还能吹出
悦耳的哨音。

大家都是有哨子的孩子呢。
对着吹、比着吹、赛着吹、摇头晃脑地

吹，直到吹得引起大人们的注意，直到传来
大人们的呵斥声。孩子们在大人的斥责声
中，四下逃散，自制的哨子就此揣进兜里。

其实，柳树也是孩子们的朋友，他们又
怎会舍得，不管不顾地将它彻底弄坏呢？
孩子们只是小心翼翼地折一点，常常一根枝
条，就要做好几个哨子呢？何况，作为报答，

孩子们用做好的哨子，是会给柳树献歌的。
到了上学的年纪。孩子们有的去上

学，有的在家里继续割草放羊。上不上
学，继续不继续割草放羊，全凭各家大人
的脸色，脸色的好坏，多半跟生计有关。
继续割草放羊的，慢慢会将哨子遗忘。去
上学的，多半要跑步、做操，耳边的哨音忙
着在做的，是让步伐更整齐划一。

喧嚣闹腾的生活，有的是波涛，多的
是细浪、单调呆滞的哨声，注定会被忽略，
以至完全忘却。

终于，你的行囊中或脖颈上，不再有
小时曾爱不释手的哨。小时候，就连睡觉
的时候，你可是都不舍得放手呢。你也完

全不必再用树枝做哨。
哨儿你是会吹的，只是最简单的几声

“哔、哔哔”，小时觉得悦耳，长大后的耳朵
听惯了钢琴、提琴、小号、长号以及不断推
陈出新的流行乐，再也不觉哨音有何美
丽，有何动听！

“哔、哔哔”，这丑陋的、粗糙的、难听的
哨音，为什么还不从世间绝迹？瞧它，知了
般聒噪，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没必要了。
这声音真该绝迹，当然还有发出这

刺耳声音的罪魁——那简陋又寒酸的哨
子，不管是金属的、塑料的、木质的，还是
竹子的……统统都该。

可是某一天，在地震后的废墟里，在
沉没轮船的人员搜救中，你听到那单调、
脆弱、若有若无的，似乎奄奄一息，却其
实震耳欲聋的救命哨声，你落泪了！

你知道了哨音的可贵，知道了自己
曾经的无知和浅薄，也知道了那些发哨
及吹哨人的珍贵。

疫情过后，便是晴天
□王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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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舅的果园子紧挨着村子的西头，二
三亩地大小，里面有桃、苹果和核桃。果
园子没有围墙，四周是一圈稀稀疏疏的花
椒，这里民风淳朴，从来没人进
园子偷摘，每当果子成熟的时
候，四舅会先卸下两笼，用扁担
挑到村子里请乡亲们尝鲜。

七月，桃子熟了，水灵灵的
桃子又糯又甜，咬一口，汁水直
流，桃汁溅到手上，黏黏的，像
抹了一层蜜，让人一想起来就
忍不住口水直流。那年我拿了
几个桃子给同事吃，同事们吃
了后纷纷向我要四舅果园子的
地址。有一个女同事吃四舅家
的桃子吃上了瘾，每年一进七
月就会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先
是有一句没一句地问候我，问
着问着一不小心便露了“馅”：

“你舅家的桃子熟了没？”
九月，核桃熟了，金灿灿的

核桃像山里的核桃一样又油又
香，皮却比山里的核桃薄，轻轻
一捏就破了。山里的核桃，必
须用锤子使劲敲才能打开。

十一月，苹果熟了，红艳艳的苹果不
仅脆甜，而且有一种大自然的清新和花
的芳香，让人难以忘怀。二十几年前，为
了吃上四舅家的苹果，我和一个朋友骑
自行车走了二三十里路去四舅家。去时

是上坡，爬得人满头大汗，两腿酸困。回
来时是下坡，带着满满两笼苹果，一路上
紧紧握住自行车的刹车不敢松手，握得
两手酸麻酸麻的。

果园里最多的是桃树，占了果园的
一大半，随着越来越多的桃树开始挂

果，四舅越来越忧愁。和大部
分年轻人一样，儿子儿媳看不
上黄土地里那一点收入，留下
两个娃娃，两口子几年前就去
外地打工挣钱，只留下四舅和
四妗子在家里营务庄稼、伺候
果园子。

苹果和核桃熟了，四舅给自
家留一些，给亲戚邻里送一些，
七七八八的，差不多也就处理完
了。前年，园子里的桃熟了，四
舅和四妗子把13岁的大孙子留
在家里做饭，两个老人去果园子
卸桃，顺便照看2岁的小孙子。

卸下来的几笼桃子还没顾
上带到街市上去卖，晚上忽然
刮了一场大风，第二天早上醒
来一看，地上像地毯一样铺了
厚厚一层熟透的桃子，让人十
分心疼。眼看着半年的血汗就
这样白白糟蹋了，四妗子一气

之下把好多桃树砍了，原本繁茂的果园
一下子萧条了许多。

去年桃子又熟了，看着一树树香气
扑鼻的桃子，四舅急忙给我打电话，我一
个人也吃不了多少，就在朋友圈发信息
求助，总算解决了桃子积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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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为你而来。农历二月二十
八，疫情之后，安康市图书馆恢复对外
开放之日，也是自疫情以来，我第一次
出去吃饭。

大年三十那天，一直下雨，我一直闷
在宿舍读书，或者看网络电影来打发时
间。晚上有朋友冒雨前来接我去吃年夜
饭，我们在风雨中行进。偌大的安康
城，没有往日的车水马龙，所到之处街
市紧闭，不是因为过年，而是新型冠状
病毒的严重性，铺天盖地的落叶在风雨
吹打下，使人空荡、寂寥而冷漠。

今年注定不平凡。人们对于“线下
集聚”这件事情，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阴
影。这种心理的恐惧，疫情解除就会消
失，只是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我相信春
天迟早会到来，城市会慢慢复苏。曾经迷
失在都市的钢筋混凝土森林里的我们，也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生死考验中放缓了平
时行色匆匆的脚步，宅在家里冷静思考。

没有人会预测到鼠年春节会在病毒
的阴霾里度过，仿佛夏天的一场暴风
雨，来得毫无征兆，又迅猛异常，我们甚

至来不及去感叹生命无常，就要学着去
接受，去想尽办法迎难而上。也因为疫
情，我们看到了很多并不想看到的事情，
其中最不想看到的便是严重的感染者，
若得不到及时治疗，将面临死亡风险。
可当我看到那些因疫情逆行而上的人
们，我相信人性本善，对他们，我更是心
存敬畏，同时也希望跟他们一样能去做
点什么，可无能为力，除了积极响应单位
号召，为武汉捐款和写信表达心意外，唯
有好好宅在家里，以免给社会添乱。

人生肯定要经历一些风雨才能成
长，而我们面对疫情教训后也要从生活
到信念有所改变，尤其要学会善良。在
离群索居的日子里，闭门思过让我们在
灾难中发现平时被掩盖了的东西，让我
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回头看一看这些年我
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尽管生命
脆弱无常，未来不可预知，我们在过好当
下的同时，也要一如既往地努力。人生
一辈子能够得到多少，于善良而言，真的
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即将离开这
个世界的某一天，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
曾帮助过一些人，也温暖过一些人。

春天正在向我们招手走来，阳光依然
明媚。疫情过后，各自安好，便是晴天！

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一
日三餐的烟火氤氲。疫情期间，
足不出户，宅在家学美食，与食
物相濡以沫。

在这场疫情中，也唯有文字
和美食能治愈宅在家的各种焦
虑和不安。何以解忧，唯有美
食。如果吃不好，就不能好好思
考，好好休息，好好运动。宅在
家最大的运动场所就是厨房，只
因制作美食的过程让我乐享其
中。美食不仅仅是满足身体，更
是满足心灵的慰藉。各种各样
的食材，蔬菜水果，在心灵的启
迪和双手的劳作下，经过各种调
料和火候的加工，无限释放食物
的特性、诱人的色彩、垂涎的美
味，其生命的活力，生活的烟火，
都尽显其中。

作家木心说：一个人到世界
上来，来做什么？爱最可爱的，
最好听的，最好看的，最好吃
的。赞同，人生在世，食为天性，静静地咀嚼，轻轻地回
味，美味就这样在味蕾开花，心情就这样在胃里愉悦。

一个正月大家的作息时间和饮食习惯全被颠倒
和打乱，习惯于夜里加餐。临睡前，看到汉中的同学
发了一张图片并配以文字：“独家秘制烧烤。”只见这
盘佳肴色彩浓郁，辣味十足，隔着屏幕都闻到了诱人
的香味。同学是一位美食达人，各种食材经过她的
双手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美味诱惑，随即让她发来
制作方法，准备跃跃欲试。

秘制烧烤可根据个人喜好，我们选择了各自
喜爱的菜品，按照同学的方法：首先制作酱料，再
将清洗干净的个别菜切成片状，把锡纸平铺在烤
盘上，刷一层油，然后把所有菜品整整齐齐地摆
放在烤盘里，刷上酱料，将烤盘置入烤箱内，上下
180摄氏度烤半个小时即可。取出烤盘后撒上小
葱花，一盘自制烧烤完美出炉！口感极其美妙，
孩子直呼过瘾，我们吃得酣畅淋漓。

一盘烧烤不同于我们往日在外面吃的那种味
道，虽然也不是特别高级的食物，但只要用心都不难
做。难得的是，我们都有中国的传统——劳碌命，几
乎每一个中国父母都有天然溺爱孩子的心，不怕繁
琐，不怕受累，只因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都能健康
成长。我也不例外，我的父母更是这样。小时候，我
的记忆中很多温情的画面都与食物有关。即便是一
道最家常最朴素的菜品，也是最珍贵的味道。

如果没有这次突发的疫情，或许我们都没意识
到，平日里的随意行走、自由呼吸是多么珍贵，那些
平淡平凡的生活，才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饮一啄，饱蘸苦辣酸甜。人世
间一切美好的食物，都值得我们身怀敬畏之心，都值
得我们充满热爱之情。

食物，维持了人与自然之间，最微妙且本质的关
系，也是人与自然相互默契的秘密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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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控制新冠疫情蔓延难在哪里
美国新冠疫情正在全美快速蔓

延，近日连续 3天每日新增病例超 3
万，疫情曲线远未平缓。美国总统特
朗普称，4月头两周是美国“非常痛苦
的两周”。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
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4月5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3万
例，致死人数接近10000。

目前阶段，美国控制疫情蔓延难
在哪里？

疫情正在全美多地、多点暴发
由于错失防控黄金窗口期，输入性

病例失控，社区传播迟迟未被发现，疫情
在全美迅速蔓延。纽约并非唯一重灾
区，所谓“美国抗疫看纽约”并不尽然。

目前，纽约州及与曼哈顿隔河相
望的新泽西州，疫情最为严重。但纽
约州疫情暴发早，检测力度最大，而很

多州目前检测力度不足，从检测到确
诊需时一周甚至更长时间，实际感染
规模尚未查明。

眼下，新的重疫区正在浮出水面，
特别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和密
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区人口密集，且贫
困人口多，连日来病例迅速增加，有成
为第二、第三个纽约的风险。

马里兰州州长霍根3月底警告说，
到4月中旬，华盛顿特区和相邻的马里
兰州与弗吉尼亚州疫情有发展到纽约
州地步的可能。

联邦和州之间难以高效协同作战
由于疫情在全美多地、多点暴发，

各州自顾不暇，各自为战，没有余力支
援他州。多州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超
负荷运转，各州相互竞争联邦资源和
竞价采购医疗和防护物资。预计美国
医院床位及呼吸机等紧缺状况短期内

难以缓解。
各州的防控力度与步调不同，不

利于阻断病毒跨州传播。
美国抗疫目前主要靠两条腿走

路：一是推行保持“社交距离”以减缓
病毒传播，二是扩大病毒检测力度。
目前，华盛顿特区和美国 50州中至少
41个州已关停“非必要营运”并颁布

“居家令”。
联邦政府对疫情缺乏准备，反应

被动，措施饱受争议，无法同时满足各
州对抗疫物资和设备的需求。联邦和
州之间在合作抗疫上也存在问题。例
如，白宫与公共卫生专家信息发布有
时不一致，特朗普与民主党州长之间
不时发生龃龉。

疫情波及层面广泛、复杂
美国疫情波及层面广泛、复杂，深

入美国最高权力核心、社会各阶层和

各族裔，增加了抗疫难度。
迄今，白宫、国会参众两院、五角

大楼、中央情报局和国土安全部，都有
确诊病例出现。包括首都华盛顿特区
在内，全美各地多所监狱、移民拘留
所、养老院、老兵之家、警察和消防部
门乃至海上游轮都有疫情发生。截至
4月 3日，美现役军人确诊病例接近
1000，并且波及两艘航母及数艘战舰。

在纽约、费城等大城市和美国南方
多地，非洲裔感染人数快速增加。据报
道，美国一些医疗资源不足、慢性病发
病率较高的乡村地区也受到疫情威胁。

疫情使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大面
积停摆，引发股市多次熔断和大规模失
业潮。美国经济可能已经发生衰退。

总之，多种不利因素叠加，美国如
何摆脱病患的指数级增长，控制疫情
蔓延，挑战巨大。 □徐剑梅

最近几天，马来西亚中国餐
饮业协会（马中餐协）会长高浩
云和协会工作人员一直忙于发
放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向餐
饮业捐赠的一批口罩。

高浩云说，国内疫情暴发
后，50多家在马中餐企业参与了
马中餐协发起的“吃中餐、助武
汉”活动。这一活动的主要形
式是顾客在单据上写下祝福武
汉话语，企业将单据金额的一
部分捐往国内抗击疫情。不少
马来西亚人在得知活动后专程
到参与活动的餐厅用餐，并在

单据上写下“中国加油！武汉
加油！”之类的暖心话语，还有
人专门来捐款。

活动于 3月上旬结束时，国
内疫情已有一定缓解，而马来西
亚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却在上
升。高浩云说，协会因此决定
将筹到的、尚未送往国内的款
项用于协助马来西亚抗疫，并
从国内订购了防护服、护目镜
等医疗物资，准备捐给马来西
亚收治新冠病例的定点医院。

随着马来西亚确诊病例的
上升，在马中餐企业也面临困
难。为了控制疫情蔓延，马来西

亚政府自3月18日起实施“行动
管制令”，餐厅只能提供外卖服
务。一些餐厅虽然坚持营业，但
不少仍缺乏口罩等防护物资。

高浩云说，对于在马中餐企
业所面临的困难，中国驻马使
馆、中资企业和机构等及时伸出
援手。3月底，中国驻马使馆将
一批防护物资支援餐饮业，一些
中资机构则在马中餐协的会员
单位订餐，作为支持。

银行是“行动管制令”中提
供“必要服务”的机构，需要继
续营业。中国建设银行（马来

西亚）有限公司总经理封奇说，
在马中餐企业提供的餐饮服务
对银行在疫情下持续运营非
常重要，而协助采购食品、提
供医疗物资等则是建行等中
资企业对餐饮企业的支持。

“在马中资企业间的守望互
助，体现了各自社会责任的履
行和担当。”封奇说。

高浩云坦言，新冠疫情给在
马中餐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但
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选择坚持，
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抗疫支持也
给他们带来了信心。“相信春天
一定会到来。”他说。 □林昊

“相信春天一定会到来”
——疫情下马来西亚中国餐饮业者的坚守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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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美联储做了什么
新冠疫情在美国快速蔓延，导致资

本市场剧烈波动、大量经济活动受疫情
影响暂停、失业率飙升，美国经济告急。

作为肩负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维
持金融稳定两大职责的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在过去一个月里推出的救市方案
好像一套“组合拳”，政策力度在某些方
面甚至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美联储都推出了哪些措施？效果
几何？

零利率刺激经济增长
美联储在 3月 3日、15日两次宣布

紧急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把利率区间降
至 0%至 0.25%。美国在一夜之间进入

“零利率时代”。
降息升息是美联储控制市场流动

性的基本工具。降息也被称为扩张性
货币政策，相当于美联储踩下油门，为
经济发展提供更多马力。

通过降低基准利率，美联储试图
进一步刺激房产购置、建筑施工和企
业投资等，从而拉动消费需求、刺激经
济增长。

零准备金率扩大流动性
为向市场注入更高流动性，美联储

决定，从 3月 26日起，把存款准备金率
降为零。

银行存款准备金是银行将吸收的
存款的一部分上缴央行，不能用来向外

贷款。这部分占存款多大比例，由央行
决定，直接影响银行使用存款向外借贷
的规模。

美联储此次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为
零，意味着美国的银行可以尽可能地使
用存款，扩大市场信贷规模。理论上，
美国银行系统可以在零准备金率环境
下释放出无限量货币。

新一轮量化宽松“无上限”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空前的。

为进一步救市，美联储开启新一轮量化
宽松。3月 15日宣布启动 7000亿美元
量化宽松，23日宣布量化宽松规模“无
上限”。

量化宽松是一种非常规货币政策，
主要指央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
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向
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有分析说，
量化宽松相当于“间接增印钞票”。

量化宽松对美联储来说不陌生。
美联储已多次启动量化宽松。

多种政策工具支撑市场
市场急剧动荡时期，投资者谨慎决

策、持币观望，市场也因此缺乏流动
性。美联储启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
多项政策工具，为急需信贷支持的企业
和金融机构“救急”。

根据《联邦储备法案》，在非常时期
和紧急情况下，美联储可以为银行以外

的实体提供贷款。3月 17日，美联储
使用这一特别授权，重启了创设于国
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商业票据融资机
制，购买企业在商业票据市场发行的
短期债务；重启一级交易商信贷机
制，向获准直接与美联储交易的金融
机构短期融资。3月 18日，又启动了
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为企
业融资提供流动性保障。

另外，美联储还宣布向投资级企业
债券市场推出一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
和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直接买入投
资级企业债以缓解流动性紧张。

“组合拳”效果不佳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联储为向实

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输血，在过去一个月
推出的救市措施力度之强，实属罕见。
但目前来看，效果不尽如人意。

美联储强力救市背景下，市场流动
性仍进一步枯竭，美股不涨反跌，甚至
遭遇史无前例的连续熔断。有分析认
为，紧急大幅降息引发市场对当前经济
真实情况的猜测，恐慌情绪蔓延，导致

“现金为王”的情绪不断升温。
另一方面，美联储量化宽松“无上

限”也受到批评。分析表示，疫情平缓
后，一旦流动性需求降低，可能会形成

“美元灾”，届时又是新一轮危机挑战。
□许苏培

4 月 6 日，在加纳首都阿
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举行
的物资交接仪式上，中国驻加
纳大使馆相关人员与接受援
助的国家的代表合影。 中国
援助18个非洲国家的抗疫物
资6日运抵加纳。除加纳外，
这批物资还将在这里中转运
往其他17个国家，以帮助当地
抗击新冠疫情。 □许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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