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百味·国际本版编辑：刘诗萌 版式：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20年6月17日 星期三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 本期零售价壹元

近日近日，，西班牙著名景点马德里皇宫开放西班牙著名景点马德里皇宫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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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 6月 15日发布消息
称，该校领衔的一个科研团队正开发
和测试一种人工智能算法，可辅助医
生诊断和管理新冠患者病情，从而提
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及时为患者提供
更合适的治疗方案。

由牛津大学领衔的英国“国家智
能医学影像联盟”正与一家企业开展
合作，开发相关的人工智能算法应
用。据该校介绍，当前医护人员判断
新冠患者病情是否会恶化以及他们肺
部是否会出现长期性损伤并不容易，
不少新冠患者入院时并没有明显的病
情恶化征兆。

团队基于大量新冠患者数据来开
发人工智能算法，目的是帮助医生更
快速地诊断病情，并且预判患者是否
会出现病情恶化，比如哪些患者会出
现呼吸困难、哪些患者会发展出长期
性的肺功能问题。

参与该项目的牛津大学教授弗格
斯·格利森说，如果通过这项技术，医
生能更准确地预判哪些患者病情恶化
风险较高，他们就能及时对患者进行
更细致的医学观察，采取预防性治疗
手段，防止病情加剧，这也能让医院
有限的资源更高效地用于帮助有需要
的患者。 □张家伟

英国研发人工智能算法助力新冠病情诊断

目前中东和北非地区一些疫情较
严重国家每日新增病例数仍居高不
下，部分国家疫情反弹压力增加，多国
对进一步放松防控措施持谨慎态度。

伊朗卫生部 6月 15日报告，伊朗新
增确诊病例 2449例，累计确诊 189876
例，累计死亡 8950例，累计治愈 150590
例。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伊当天说，该
国疫情远没有结束，随着一些疫情过去
较为平缓的省份逐步达到高峰期，防控
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土耳其卫生部 15 日说，土耳其新
增确诊病例 1592 例，累计确诊 179831
例，累计死亡 4825例，累计治愈 152364
例。由于疫情反弹，土耳其多地已自
行决定实施旅行限制令或限制出入
令。伊斯坦布尔即日起 15天内禁止游
行等集体活动。

以色列近日疫情持续反弹，且新增
病例大部分来自学校。以色列 15日新
增确诊病例 182例，累计确诊 19237例。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 15日，该国已经
暂时关闭 193所学校和幼儿园，近 2.6万

名师生处于隔离状态。据以色列媒体报
道，该国教育部已经开始为下一学年继
续进行远程教学做准备。

阿尔及利亚 15 日新增确诊病例
112 例，累计确诊 11031 例，累计死亡
777例，累计治愈 7735例。阿政府当天
宣布，鉴于目前疫情发展态势，高中毕
业考试将延迟到 9月初进行，新学年开
学将延迟到 10月 4日。

约旦卫生部 15 日说，该国新增确
诊病例 18例，累计确诊 979例。约旦政
府当天表示，政府将采取减免酒店、景
区营业税等多种措施，扶持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国内旅游业。

一些国家单日新增病例数居高不
下。沙特阿拉伯卫生部 15日说，该国新
增确诊病例 4507例，创单日确诊病例新
高，累计确诊 132048例，累计死亡 1011
例，累计治愈87890例。

埃及卫生部 15日说，埃及新增确诊
病例1691例，累计确诊46289例，累计治
愈12329例，累计死亡1672例。

伊拉克疫情近来也呈恶化趋势，自
10日以来每日新增病例都维持在1000例
以上的高位。伊拉克卫生部 15日说，该
国新增确诊病例1106例，累计确诊21315

例，累计死亡652例，累计治愈9271例。
一些确诊病例较多的海湾国家 15

日也更新了疫情数据：卡塔尔新增确诊
病例 1274例，累计确诊 80876例；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新增确诊病例 342例，累
计确诊 42636例；科威特新增确诊病例

511例，累计确诊36431例。
还有一些中东北非国家 15日更新

了累计确诊病例数：摩洛哥 8885例，黎
巴嫩 1464例，突尼斯 1110例，也门 844
例，巴勒斯坦686例，叙利亚177例。

□张淼

国际疫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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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秸编织的帽子，是我小时候亲密的“伙
伴”。儿时的草帽，虽是麦草质地，却有父亲
躬耕收割的汗水，母亲挑灯夜织的叮咛。记
得上小学，到了麦收季节，学校会放一个星期
的“忙假”，让学生回家收割麦子。有时学校
还组织学生到附近生产队支农，一至三年级
同学拾麦穗，四至五年级同学拿镰刀割麦
子。这个时节，母亲总要拿一顶草帽戴在我
头上。从此，草帽与我随行，我虽帮不了家
里、队里多大忙，可我能感受到劳动的辛苦和
快乐，以及大人们的不容易。

那个年代，田间地头一切的农活，都靠乡亲
们的双手来完成。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酷
暑，草帽就是家乡人遮阳挡雨最好的用具。山
里，只要听到布谷鸟一声催鸣，头戴草帽的乡
亲，就一个个从坡里、沟里、梁上，走向生产队的
田野里。那些淡白、浅黄、深橙、灰色的草帽，就
在一层层绿野波浪间晃动，像课本里的图画。

上初中时，夏收学校放半个月“忙假”，我
也回生产队助力“双抢”。与乡亲们一起“夏
忙”，那汗珠从头上、脸上淌下，上身全湿透，因
为有草帽挡着烈日，我们抢收抢种的劲头始终
不减。记得有一天，收割麦子时，与我一道回
队的同学忘了戴草帽，中午太阳暴晒，我见他
燥热难耐，就把草帽借给他一用，他用了一会
儿又轮换给我，如此结下的草帽“情意”，一直
延续到现在。

童年的家乡，田野在心中，草帽就是移动
的花朵，从春末一直盛开到秋初，是一道独有
的田园风景线。晨起，人们戴着草帽，迎着朝
阳，沐着清风，有时还会冒着小雨，健步走向田
间地头，去耕种、锄草、收割。傍晚，夕阳西下，
乡亲们戴着草帽，望着炊烟袅袅，草帽下牧童
露出小脸，骑在牛背上，吹着口哨……举目望
去，绿色庄稼与浅黄色头顶融成一幅画，草帽
似野花一样，摇曳在乡间。一顶顶草帽，是家
乡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标识。

记忆的草帽，就像一个岁月的年轮，转到
了今天，早已没有了身影。今年芒种我回到家
乡，看到久违的草帽，一股热泪涌出眼眶，我想
起了曾经的岁月，苦乐的日子，朴实的生活，还
有珍贵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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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北非部分国家新增病例数居高不下 疫情反弹压力增加

“杨书记，您好。虽然离开了咱们
单位，但我会永远珍藏您赠我的党员
徽章，永远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
色。”下午，安排了单位的庆“七一”活
动，参加了一个支部的主题党日，下
班刚到家，手机上就收到了原来的工
友老张发来的微信，同时还有他佩戴
党员徽章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笑容灿
烂，十分精神，像个小伙子一样，根本
看不出来是一个 40 多岁的中年人。
照片背景则是西府农村麦收之前的景

色，大片的麦浪，金子般灿烂。
此时，同他见面的场景又浮现在

了我的眼前。
一天早上，我在公司盛开着五彩缤

纷的樱花道上散步，碰见老张，一交流，
他是咱们凤翔县的。他乡遇乡亲，便感
觉十分亲切。他告诉我，他也是党员，
在公司做工，看到公司党员的胸前都有
一枚党员徽章，他很羡慕，渴望自己胸
前也能有一枚。听了他的话，我为自己
工作观念不开放而惭愧，连忙摘下自己

的党员徽章给他戴在了胸前。他很激
动，说自己是在当兵时入的党，党龄都
快二十年了。他感触道，要是村上每
一名党员也都能佩戴党员徽章多好。
他说着，眼睛竟有些湿润了。接着，停
顿了片刻，向我笑笑，便转身向厂房走
去，腰板很直，脚步声十分响亮。

此后，遇见老张，只要方便了，总要
聊上几句，他总是告诉我村上的一些
信息，“两委会”健全了，支部发展年
轻党员了，也发信息给他们这些在外

打工的党员了。每次说到这些，他都
很兴奋。

我们就在这样的交流中过了三
年。一天，他忽然来我办公室，并且
双手递我一枚党员徽章，说是还给我
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刚由老家凤翔
回来，村上给每一名党员都配发了党
员徽章。果然，我发现他胸前的徽章
是新的，配有红色党旗和“为人民服
务”5个大字的半圆形金色底座的党
员徽章，在他的胸前熠熠发光。

一枚党员徽章 □杨明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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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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蓑衣，其实已经不绿了，暗灰色，落满岁月的
尘土，挂在故乡老屋那面斑驳的老墙上。而老
屋，已很多年没人住了。

这件蓑衣是祖父在世时挂上的。从此再也
没有被摘下来。我不知道祖父将这件蓑衣挂在
墙上时，心里是怎样想的，那时他已经拄上了拐
杖，走路颤颤巍巍。这件蓑衣是不能陪伴他在雨
天出门了。

祖父是村里最后一个穿蓑衣的人。那时候，
村里已经有了雨衣，但祖父依旧喜欢在雨天披着
蓑衣出门。他说买来的雨衣塑料味很浓，很难
闻，不习惯。

蓑衣是他自己编的。故乡山野里，长着一种
草，叶绿，细长，很有韧性。夏天草木葳蕤时，爷
爷用镰刀割来这种草，晾晒在院子里，等到草晒
干后，便开始用它编织蓑衣。

祖父在院子里的石榴树旁编蓑衣的时候，我
就蹲在旁边看。祖父长着老茧的手很粗大，却也
很灵活。蓑草很听话地在他手里上下翻飞。见
我喜欢，祖父就乐呵呵地告诉我，编蓑衣有晒草、
湿水、搓绳、阴干、揉搓、穿绳、封领、结扣、晾晒
九道工序。他一边编，一边给我讲解。

蓑衣在祖父身上大有用场。春天里，他披着
蓑衣，在斜风细雨中种瓜点豆，赶着牛耕田犁
地。到了夏天，若逢狂风暴雨，祖父便扛着锨，披
着蓑衣去田里排涝。秋天，收获的花生晾晒在田
野里，夜晚需要看守，祖父便披了蓑衣，随地一
躺，有铺也有盖，很方便。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那时
候，我对穿蓑衣的祖父总感觉很神秘，因为他穿
着蓑衣的背影，很像课本插图里的老渔翁。

如今，祖父不在了，蓑衣还在。我不知道，在
故乡细雨连绵的天气里，挂在老墙上的蓑衣，会不
会如我一样，深深怀念它曾经的主人呢？

第一次闻到见到却没有吃到面包，是在
35年前的儿童节。

头天放学前，班主任说明天要在儿童节
活动现场烤面包，机器要拖到现场来。班主
任说面包里有鸡蛋，比馒头松软得多。教室
里出奇的安静，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看着班主
任，然后开始左顾右盼，面面相觑。老师又说
了些其他的话，最后我只记住了一句话：“馒
头 5分钱一个，面包 4毛钱一个。”

第二天，我来到乡中心小学的操场。操
场上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全乡所有村小
的学生都来了。我无心看节目，眼睛盯着舞台
侧面的面包机，它已经开始工作了。一排排的
面团被送进机器的“嘴巴”，不一会儿，有香味
飘来，大家开始伸长了脖子转向那个方向。当
机器的嘴巴再次张开时，吐出几个排列整齐的

“馒头”，这“馒头”比我吃过的馒头大了整整

一倍。果然是蓬松的样子，有着金黄的颜色，
又好似涂了蜡一样润泽，透着诱人的光亮。

我却握着妈妈给的 1 毛钱，向卖馒头的
摊子走去……

原来，头天下午，当我兴冲冲撞开家门
时，母亲正守着一只害瘟的猪叹气。挨近晚
上，猪怕是保不住了。我知道自己此时不该
提出如此过分的请求，但老师对面包的描述一
直在刺激我的唾液。我终于鼓起勇气：“妈，
明天我想在学校买面包吃……”“面包？啥子
东西哦？”母亲一脸茫然。“和馒头差不多，老
师说比馒头好吃得多。”我一说起来，就抑制
不住兴奋。“好多钱？”母亲怯怯地问。“一个 4
毛。”我吞吞吐吐。母亲没有立即回答我。父
亲的暴脾气一下子就炸了：“啥子面包？那么
贵！猪儿都要死了！你还想这个……”

我的脸刷地红了，一股莫名的委屈涌上心
头，泪水不争气地流出。我把筷子重重拍在桌
子上，站起来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出门时，母亲塞给我 1毛钱，母亲
说：“二娃，饭要吃饱，一个面包你吃不饱的，
我们不和别人比这个啊，本来还有几块钱的，
昨晚给猪打针了……”母亲眼圈红红的，他担
心着肥猪，更担心着我。我的眼睛也一红，又
委屈又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那一天，我闻到了也看到了却没有吃上最
香最美的面包，那是 35年前的故事。那一年，
我读小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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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奥斯卡奖评选的美国电
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6月 15日宣
布，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原定于
明年 2月 28日举行的第 93届奥
斯卡颁奖礼将推迟约八周至明年
4月 25日举行，这是四十年来奥
斯卡颁奖礼第一次被推迟。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当天发布的声明宣布放宽参评
影片档期时间。此前参评第 93
届奥斯卡奖的影片应该在 2020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间上
映，如今故事片的提名资格时间
被延长到 2021年 2月 28日。此
外，提交影片参评的截止时间也
被推迟。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主席戴维·鲁宾和首席执行官

唐·赫德森在声明中表示，一个
多世纪以来，电影总是在“至暗
时刻”通过抚慰、激励和娱乐观
众发挥重要的作用，今年也同样
如此，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希望通过延长参评期限和推迟
颁奖日期，让电影人能够灵活地
完成和发布影片，而不会受累于
一些不受控制的因素”。

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的电
影院几乎都处于关闭状态。好
莱坞大批重量级影片被迫推迟
上映或者暂停制作。即使美国
影院在夏季之后可以重开，许
多有志于奥斯卡奖的参评影片
也难以在档期扎堆的院线找到
合适档期。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此前曾宣布修改规则，破例允许
在流媒体平台首播、没有经过院
线大规模放映的影片参评第 93
届奥斯卡奖。

负责奥斯卡颁奖礼转播的
美国广播公司娱乐部总裁卡里·
伯克也在声明中表示，今年所遇
到的状况前所未有，该公司将继
续与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合作，
确保明年的颁奖礼是一个安全
和快乐的盛典。

奥斯卡颁奖礼在历史上曾
经三次被推迟。1938 年洛杉矶
大洪水、1968 年美国民权运动
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以
及 1981年美国时任总统里根遇
刺案，都导致奥斯卡颁奖礼推
迟举行。 □高山 黄恒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6月 15日
发表声明，对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悲
剧性死亡”事件以及多年来在美国持续发生
的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深表关切，敦促美
国认真遵守相关国际公约，立即进行旨在结
束种族歧视的结构性改革。

声明说，美国政府应充分遵守其 1994年
批准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并通过广泛宣传和培训等方式确保其执法
人员了解这一公约的有关规定；美国政府应
公开承认其国内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问
题，并对因为种族歧视导致的杀害非裔美国
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事件进行无条件谴责。

5月 25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在
拘捕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时用膝盖持续压迫
其颈部，弗洛伊德随后死亡。这一事件在全
美和其他国家引发抗议浪潮，4名涉案警察
已被起诉。 □聂晓阳 陈俊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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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6 月 15 日，俄
罗斯列宁格勒
州，当地天气
晴朗，居民在
Bornitsky 采石
场游玩，连绵的
地形令人犹如
置身在火星。
□张信凤 摄

第93届奥斯卡颁奖礼将推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