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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多国采取措施防控疫情反弹
进入6月以来，随着复工复产节奏

加快和海外侨民回国，亚欧国家面临
新冠疫情防控新形势。为此亚欧多国
采取多种措施以防控疫情再次抬头。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
公益监督局要求俄民众在公共场所
务必戴口罩、手套并建议携带消毒
液，还与俄文化部共同制定了疫情期
间参观博物馆指导意见，包括只能线
上购票按时段参观、参观者必须戴口
罩和手套、保持 1.5 米至 2 米的社交
距离、团体参观不得超过 5人、馆内只
能单向行进等。

此外，莫斯科市政府规定，莫斯
科市内场馆举行体育比赛时观众不
能超过额定人数的 10%。俄罗斯铁路
公司要求，火车上的双人座只能坐靠
窗的一个，三人座中间必须空出。官
方建议，有感染风险的劳动者可最多
每周做1次新冠病毒检测。

乌克兰卫生部副部长利什科22日

表示，该国首都基辅市将要求零售、餐
饮等行业的业主组织员工检测新冠病
毒抗体，每月须检测1次。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要求把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控措施强制实
施期限延长到 8月 1日；已复工大型
购物中心须加强消毒和卫生管理，对
服务业人员定期进行病毒检测；建
筑、餐饮等行业如因未严格执行防疫
要求而造成人员感染，治疗费用由企
业承担；将全国疫情形势由重到轻划
分等级，实行动态化管控。

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政府宣
布从 22日起增加新冠病毒检测量，添
加 300张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床位。
该国首都努尔苏丹全市公交系统暂
停运行 2天并彻底消杀后，于 22日恢
复运营。公交运营商提醒乘客，目前
只接受网上购票，乘客必须戴口罩而
且只能从前门上车。

吉尔吉斯斯坦卫生部长阿卜迪卡

里莫夫 22日说，如果疫情持续不断恶
化，该国将不得不采取强硬的限制措
施，包括周末暂停公共交通，以减少
人际接触及病毒传播。此外，该国还
将对某些特定区域实行限制，关闭一
些场所。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政府22日
宣布开放全市博物馆和图书馆，分阶
段允许各类服务机构营业，但这些场
所不会向不戴口罩者提供服务。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2日表
示，白俄罗斯是外向型经济，一旦停工
停产，经济和生产将永远无法恢复到原
先规模，因此并没有实施大规模隔离和
停产措施。白境内包括各传染病医院
在内的一整套医疗体系经受住了疫情
冲击，没出现医疗系统崩溃的情况。

当天，塞尔维亚用两架飞机给白
俄罗斯送去包括呼吸机、支气管镜、诊
断设备、氧气浓缩器和个人防护装备
等在内的防护物资。 □栾海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抗疫也要保证民生
世界卫生组织 6月 22日呼吁各

国在抗疫过程中也要保证民生，在
保护本国民众生命安全与尽量减少
社会和经济损失之间保持平衡。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
任迈克尔·瑞安表示，虽然西欧和东
南亚的新增病例数在稳步下降，但
美洲、南亚、中东等地区却在持续上
升。近期全球每日新增病例数屡创
新高，很可能是几个人口大国同时

处在新增病例数上升时期，一些国
家加强了病毒检测。

谭德塞指出，在一些成功抑制了
新冠病毒传播的国家，随着重启社会
和经济活动，病例数量也在上升。“所
有国家都面临着保护本国民众生命
安全与尽量减少（疫情带来的）社会
和经济损失之间的微妙平衡。”

世卫组织敦促各国谨慎地、创
造性地寻找解决方案，使人们能够

在保障生活的同时保护生命安全。
在国家层面，世卫组织呼吁加倍重
视目前已知有效的基本公共卫生措
施，包括发现和检测疑似病例、隔离
和照顾确诊病例、追踪和隔离确诊
病例接触者、保护医卫工作者等。
同时，个人也应采取措施保护自己
和他人，例如保持社交距离、勤洗
手、在适当的时候戴口罩等。

□刘曲

研究显示感染者痊愈后抗体水平会下降
中国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自然·

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
他们在重庆市进行的调查发现，新冠
病毒感染者痊愈后体内抗体水平会
迅速下降。此外，无症状感染者的免
疫反应弱于有症状感染者。

据介绍，重庆医科大学学者领衔
的团队在重庆市启动了新冠病毒感
染者的追踪研究，研究对象为 285名
感染者，其中包括 37 名无症状感染

者，从而系统分析新冠病毒无症状感
染者临床和免疫学特征。

调查发现，约 90%的病例在出院
后2个月总抗体水平会降低70%以上。

此外，部分无症状感染者实际有
肺部炎症；无症状感染者病毒核糖核
酸（RNA）脱落时间长于有症状感染
者；无症状感染者无论是在急性感染
期还是康复期，血清中 IgG抗体水平
均显著低于有症状感染者，其免疫反

应弱于有症状患者。
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发现表明

新冠病毒感染者在痊愈后可能再次
被感染，一些国家设想给痊愈者发

“免疫证书”的防控策略有潜在风
险，在疫苗以及有效药物问世前，应
继续采用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手
段；同时也提示针对新冠病毒感染
的大规模血清调查应该尽早启动。

□张家伟

孩提时期，常常听到街道各种腔调的吆喝
声：“钉锅……箍盆……”声音浑厚，抑扬顿挫，起
伏跌宕，尾音悠长。一个操南方口音的中年男
子，身上背一个大布包，边走边喊：“刮子刮子，刮
子刮子。”当地人听不懂，便问：“卖啥哩？”答：“刮
子刮子，刮头刮子。”边说边用手在头上示意。看
到实物，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卖木梳的。小摊贩
成为城市与农村联结的重要载体。

改革开放之后，各地的小商摊贩多了起来。
路边，一位五十多岁的汉子，膀大腰圆，浓眉大
眼，脚蹬三轮车，架个大烤炉，要问是做什么的，
且听吆喝声声：“烤红苕，甜又香，小孩吃了有营
养，老人吃了保健康，科学研究要推广。”有人好
奇地问：“烤红苕跟科学有关系吗？”汉子憨憨笑
了：“你要问红薯到底有什么科学价值，我一时也
讲不上来，只晓得这么喊会带来财运。过去，经

济不发达，粮食紧缺，老百姓钱袋子捂得紧，能填
饱肚子就算不错了。我卖一斤烤红苕，他当一餐
饭吃，还怕短斤少两吃暗亏，把秤盘子盯得死死
的。如今人们追求健康生活，注重营养搭配，只
要对身体有好处，也不在乎几个钱，关心的不是

‘饱不饱’，而是‘好不好’。所以，吆喝也要紧随
形势，要把它和健康与科学联系起来。吆喝嘛，
不就是个广告，广告嘛，不也讲究个与时俱进
么？你说是不？”看来吆喝也是一种学问。

在我们小区，收破烂的来来往往，人们不大
理会，唯独有个年轻人，个子不高，少言寡语，看

上去本分老实，骑个三
轮车，一进巷口就开始
吆喝：“收破喽。”那声音
如同在喉咙深处发出，

低沉粗重，含
糊不清。可是
生意最好，在
那一片收出了
名声，收出了
信誉，各户平
时都把破烂积
攒在家，等着
他来。只要进
了巷子，听见
这特别的吆喝
声，人们就纷
纷出来招呼，
把大捆小包的
废品交给他，
卖家既不问价

不看秤，也不点钱。之所以如此，是大家都知道
这小伙诚实本分，秤不亏人。由此可见，吆喝之
中也包含着诚信。

沿街串巷的各类小商小贩，各式各样的吆喝
技艺，不愧为韵味十足的艺术家，吆喝是一种音
乐，一种名副其实的民间交响乐。时下有些商
贩，用干电喇叭把吆喝声录制下来，到了小区，
打开喇叭，反复播放，虽然声音大了，人省力了，
却少了那种古朴的韵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地摊经济”引起了普
遍共鸣，在疫情之后经济急需复苏的情况下，地摊
经济所具备的活力，能有效拉动内需，扩大就业领
域，是人间烟火，市场生机。因此，鼓励发展地摊
经济，必将迅速推动地摊经济的蓬勃兴起，那悠
扬的吆喝声将会更加浓烈，更加动听，更加高亢。

吆 喝 声 声 □王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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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是露水做的。在月
光未落太阳未升的早晨，一
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爬上叶
梢、来到枝头，一群虔诚如信
徒的人，走在青山如黛绿水
如茵的田园里，呼吸着泥土
夹杂花草的清香，用崭新干
净的毛巾、手帕，将它们一一
收下，用它们亲昵的脸庞、眼
睛、耳朵和四肢，希望眼不
长疮，耳不失聪，虫蚊不叮，
驱邪禳灾，祛病除瘟。

端午是香水做的。月季
花、艾蒿芯、桃树芯、柳条皮，
在大姑娘、小媳妇嫩白的指尖
上跳动，经过采摘、清洗、浸
泡，一盆盆姹紫嫣红的“天然
香水”，弥漫在房屋的各个角
落，飘荡在小村的空气中。晒
干的艾叶、香料，在奶奶的巧
手里变成了带花的香包，戴在
弟弟的脖子上，挂在妹妹的床
头上，吊在堂屋的楼枕上，成
为这个季节最美的风景。

端午是井水做的。孕育
了满山青翠，一地清凉的古井水，在农历五
月初五的正午成了紧俏货，家家户户争抢往
回挑，泡茶叶、鱼腥草、灯草，煮粽子、鸡蛋、
大蒜，熬艾蒿、菖蒲，全部派上了用场，在他
们心里，仿佛这个时候的水才是天地精华、
自然恩赐，才能养生利命、长生不老。

端午是河水做的。流过村庄的那条小
河就是小孩子的琴弦，没事的时候忍不住就
要去拨弄几下，让它发出优美动听的琴音。
端午节的时候，他们更是毫无忌惮地上去一
阵乱弹，留下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律，还有
无数天真可爱、童年无忌的浪漫故事。

端午是江水做的。鼙鼓初击，兽头吐
威，万人呐喊，百舸争流，龙舟竞渡，抢鸭子、
摸鲤鱼，盛况空前，端午节的长江、汉江、湘
江、珠江、汨罗江，带着对屈原的思念，对
《离骚》的眷恋，经过几千年百转轮回，潇洒
演绎一场场新世纪的赞歌，融化入中华民
族的血液里，渗透在世界华人的骨子里，滴
落在我的砚盘里，点字成诗，我要将这举世
的端午灵魂，成就一部新世纪的《离骚》。

端午是汗水做的。每年的端午，山里
的农民忙着收割油菜小麦，栽秧插薯；城
里的环卫工人清扫着大街小巷，清运垃
圾，建筑工人依然奋战在工地上，医生们
忙着救死扶伤、抢救病人，营业员坚守工
作岗位，保障市场供应……

端午是水做的，是一个节日，一个符号，
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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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变局中开新局

那天送你去高铁站，你不让我进候车室，
催促我赶快回家看孩子。我转身的那一刻，
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心酸、愧疚、难过，别人
住院都有人陪护，而你身患重症却孑然一身。

这几年我们家的日子真的很难熬，先是
妈妈去世，接着是你患病。妈妈去世后，你
既当爹又当妈。只要在家，你顿顿围着灶台
转，天天给我做好吃的。你总说对不起我，
你不如妈妈心细，没能照顾好我。看着你头
上不断增加的白发，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生产的那天，不让你来医院你非要来，
到医院时已经晚上九点多。刚到病房你又

急冲冲地出去买了两罐红牛和两包巧克
力，硬塞到我手里让我带进产房，你说：“你
妈不在了，我得给你加油打气。”后来我听
人说，那一夜你一直守在产房外。

本以为我们家从此可以过上宁静的日
子，谁料在我女儿两个多月时你被确诊为
急性白血病。整整 59天，你没有出过门，从
普通病房转到无菌病房，从入院时活动自
如到只能躺在防跌倒的层流床上。你反复
高烧咳嗽，退烧止咳药换了一种又一种。一
个多月你瘦了三十多斤，原本高大壮硕的身
躯变得消瘦，头发几乎全白了。

每天从早上八点多开始输液直至凌晨
三四点，一瓶接着一瓶，还要喝很多口服药，
日医疗费用一万多。看着每日的费用清单，
你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喜怒无常。有时我
买的饭菜不合你胃口，你会对我咆哮，骂完
我，你在病房哭，我在楼道哭。虽然你烦躁
时会骂我，但我知道你是因为生病无法控制
自己的情绪。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聚少离多，你在山
上工作，往往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只要在
家，你每天都要给我讲故事，天天不重样；你
骑着自行车载我去好几公里外的火车站吃鸡

丝馄饨，我吃，你就坐在一旁静静看着我。
后来你调到山下，每天天不亮就悄悄起

床，我偷偷跟着你，才发现你是去办公区打扫
卫生，只为每月能多挣二百元。我偷偷抹着
眼泪，下决心，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前段时间我偷偷去做了配型，可以给
你做骨髓移植。再过一个月，你就要进移植
仓了，希望一切顺顺当当。你答应过我，要
给你呆萌可爱的外孙女包饺子吃，还要带她
去看世界。你经历了这么多痛苦折磨，也该

“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我已经失去了妈妈，
再也不能失去爸爸。

再也不能失去你 □秦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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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跟着爷爷在城里长大，20多
岁才回到农村，看着麦田里春风中翻
滚的碧波绿浪，惊喜地大喊大叫：“我
的天，这么多韭菜！”就这样，父亲把
麦子当韭菜的笑话，很长一段时间，
被村里人当作茶余饭后逗乐子的笑
料。沐着春日的阳光暖风，
麦子贪婪地拔节长高。等
到初夏麦穗扬花，风吹着淡
淡的麦香无孔不入，太阳也
振作起来了，像是神仙吹了
一口仙气，绿油油的麦田眨
眼 间 就 泛 起 了 金 色 的 麦
浪。返乡的父亲跟着母亲
下地割麦，两个人半弓着身
体，左手搂过干黄发脆的麦
秆，右手挥着镰刀割下。父
亲不会割麦也不会打捆，母
亲常会割到前头又回过头
来帮父亲割。父亲笨手笨
脚，起早贪黑和麦子较劲，
边学边割，可我家仍然是全
村最后完成夏收的。这样
的结果，让儿女觉得很没面
子。我气呼呼地把麦捆重
重地扔在父亲身旁，父亲瞄了我一
眼，依旧不紧不慢地拆解麦捆，均匀
摊开，偶尔回头把前面的麦子再抖落
一下，生怕委屈了任何一个没有摊平
的麦穗。“我长大了，打死也不种麦子
了。”哥哥扔出一捆麦子低声嘟囔。
父亲听了没生气，反而喜形于色：

“好，有志气！你考到哪里，爸都供。”
年复一年，麦子绿了又黄，父亲

不断地精心照管着他播下的麦子。
父亲学会了割麦，甚至超过了母亲，成
了侍弄麦子的能手，家里年年都比别人
家多收几袋麦子。看着割麦的父亲，我
开心极了，抱起一个个圆滚滚的麦捆，
小跑着和哥哥装车，直到架子车越摞越
高，变成一只笨拙的大刺猬。父亲担心
地提醒：“少装点，太重了！”

“爸，儿子长大了，有力气！”
“爸，我也有劲儿了，可

以帮哥哥推车。”
兄妹俩和父亲逗笑着，

笑声在麦田里荡漾，累并快
乐着。父亲成了做农活的行
家里手，连叔叔伯伯们都会
来请教他：“蕾蕾爸，你看今
天下午有风么？能扬场不？”
父亲热情接待，笑眯眯地应
答，瘦脸上写满了庄稼人的
老练与豁达……

如今的三夏大忙，没了当
年的繁忙紧张，“轰隆隆”的
现代化机械几天就能让麦子
归了仓，紧张的夏收反倒成
了平时因忙碌不能见面的乡
亲们尽兴欢聚的美好时刻。

父亲年纪大了，成人后
的我和哥哥离开了故乡土地，

劝父亲别种地了，太累太辛苦。父亲嘴
里应着，却仍然在秋收后播下麦子。拗
不过老人家的固执，我们也像牵挂父
亲一样牵挂起麦子，年年收麦时必要
赶回家，帮他晾晒麦子，撑个口袋，听
父亲讲种麦子的故事。父亲就是田
地里朴实的麦子，不仅养大了我，还
以他执拗的倔强，教会我做人做事，
让我自小明白：耕耘，就会有收获。

情一缕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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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疫情动态

这是在坦桑尼亚拍摄的建设中的达累
斯萨拉姆港 1-7 号泊位改扩建工程现场。
该项目由中国港湾总承包、中交四航局承
建，于 2017 年奠基，预计今年内完工。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非扩
大合作的新动力。在中方资金、技术、人
员的大力支持下，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蓬勃发展。 □成岚

6 月 22 日，第二十二次中
国－欧盟领导人视频会晤成功
举行。与此同时，一趟中国发
出的特别抗疫“专列”正穿越广
袤欧亚大陆，满载着医疗物资
向法国进发。中欧用实际行动
表明，后疫情时代，双方正全力
推动中欧关系更加稳健成熟，
迈向更高水平。

这是新一届欧盟机构领导
层就职以来，双方领导人举行
的首次年度会晤，也是新冠疫
情暴发后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
机制性交往。此次会晤扩大了
中欧共识，双方都展现出在相
互开放市场、绿色和数字领域、
对非三方合作等方面加强沟通
和协作的意愿。会晤的成功举
行进一步促进中欧战略互信和
互利合作，为打造更具世界影
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指明方向。

在多边主义受到挑战的时

刻，中欧立场一致，在世界卫生
组织等平台携手合作，共同发
出正义之音。在对非洲等不发
达地区的抗疫援助和支持方
面，中国和欧洲表现出共同关
切，展现了世界两大重要政治力
量的责任和担当。此次会晤，中
欧领导人一致同意坚定维护多
边主义，共同推进多边框架下的
国际合作，中欧合作已成为维护
多边主义的“稳定器”。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此次
会晤的重要议题，中欧领导人
在会上重申致力于在年内完成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达成一项
全面、平衡、高水平的投资协
定。西班牙皇家学院道德与政
治科学学院成员、经济学家拉
蒙·塔马梅斯认为，欧中保持相
互市场开放、推动自由贸易，将
帮助重启因疫情而停滞的经
济，并对欧盟领导人抓住机遇
与中国深化合作表示乐观。

双方欣喜地看到中欧一系
列经贸合作措施落地生根。中
德两国开启“快捷通道”，全面
简化入境手续。日前两架从德
国返回中国的包机从法兰克福起
飞，将约 400名德国在华企业的
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送往中国，
助力他们复工复产。欧洲企业对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表现出极大
热情。截至目前，欧洲地区已有
20余国逾 400家企业报名参加第
三届进博会，反映了欧洲企业界
对中国经济的高度期待。

中国和欧盟的经济总量之
和占全球三分之一，世界正期
待中欧两大经济体发挥世界经
济“双引擎”作用，拉动世界经
济复苏。此次会晤体现了中欧
双方的远见卓识，只要中欧合
作“航向”正确，就必将引领双
方驶向未来发展水草丰美的

“绿洲”，同时也将给后疫情时
代的世界带来新希望。 □李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