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晳得像旦娃
□孙文胜

偶然翻出了几张老照
片，泛黄的边角留下了岁月
的痕迹，跨越时空，让我得以
领略母亲年轻时的风采，虽

然母亲常说：“你比我漂亮多了！”我只是笑笑。因为
在那个没有美图、没有滤镜的时代，为数不多的几张
老照片中，母亲依然美得那样纯粹美好，让人移不开
双眼，可是泛黄的照片中那一抹低头浅笑，总让我心
头一酸。时光、生活，是什么黯淡了你眼中的光华？

一晃多年，母亲衰老的容颜中，印刻着抚育我的
艰辛，每一道皱纹都诉说着一位母亲的不易，我的盛
放仿佛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曾经我傻傻地问她：

“母亲您为什么这么爱我？”她说：“傻孩子，只要我还
活着一天，我就会永远爱你，没有原因、没有要求、没
有期限，永远不用怀疑这点。”

自从我来到您身边，“母亲”两个字便成为您生
命中最重要的角色，可我却时常替您觉得不值，为了
这个角色您放弃了很多，有时候我常常忘了您也曾
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生、一位称职的大学老师，如果没
有我，也许您会插上一对筑梦的翅膀，也许您会过上
完全不同的人生……太多的“也许”都让我内心五味
杂陈，每一个“也许”于我都是一种愧疚和疼惜。

“佳佳乖巧、聪慧又上进，长得亲学习还好，你可
真是有福，有这么个好闺女。”成长的路上我一直是
邻里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在不得不优秀的压力中，
我一路奔走，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漫漫人生，能依靠

的只有自己，况且，我还要让母亲老有所依呢！
您说我的微笑能甜美您整个世界，只有我幸福

快乐，您才会幸福快乐。而我呢？只是隔三岔五才
想起要爱您，我能为您做的仍然少之又少。生活处
处是道场，生活的磨砺造就了您独立自主的性格，您
总是强调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老人，不愿成为我
的负担，可是母亲啊，您是我灵魂的港湾！我们的命
运早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有您陪伴，我的生命
才会焕发光彩。

母亲，您不只给了我生命，还赋予我灵魂。是您
教导我：要认真做事，清白做人；要诚实善良，责任
担当；要尊老爱幼，自尊自爱，是您给了我积极向上
的力量。

灵魂的港湾
□高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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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持续高温，让人
每天都焦躁不安，不由得会
想起三月初春的凉爽，还有
窗外的那棵白玉兰。

这棵玉兰树紧邻政府大
楼，办公室的窗户就刚好正
对着树冠，只见树干挺拔磊
落，树枝优雅向上，用玉树临
风形容它再合适不过了。

白玉兰整整一个冬天都
在孕育着花蕾，那一树尖尖
的、毛绒绒的花骨朵儿，沐浴
着寒风，抵御着冰雪，一天天
蕴育着、生长着、等待着、盼
望着春暖大地。

立春后，我每天坐在办
公室，工作之余就望望窗外
的玉兰树。周末在家，内心
都会有一些期盼，想着，该吐
苞了吧，该开花了吧！这份
惦念与厮守便成了我生活中
的一部分。

白玉兰以淡妆的姿态星
星点点地漫开了，尽管初开
时只有树梢的那几朵，但雪
白的花瓣非常厚实，像在牛
乳中洗过一般，晶莹剔透，
一尘不染，透显着美丽和高
贵，让人不由自惭形秽。白
玉兰的美不是那种羞花闭
月的美，而是透露出几许豪放的美。在我眼
里，白玉兰像一个大家闺秀一样，孤傲地开
在枝头。虽近在眼前，总觉得这玉兰是开
在尘世之外了，那抹素雅的姿态不由让人
心生几分敬意来。

白玉兰虽有大家闺秀的贵气，却一点不
娇宠、不霸气、不贪恋春光。当别的花次第
而开时，它便早早就收了容颜。表现着“俏
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在丛中笑”的高贵品性，真正是开得淡然，落
得清浅。

俗话说，红花还得绿叶配。而玉兰花
开的时候，却没有半点绿叶的遮掩，便开出
一树我行我素的花朵。到花落成泥之时，
叶子才慢慢睁开眼睛，到那时已看不见玉
兰花开的绚烂。只有懂它的人知道，它是以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方式继
续着无艳的芬芳，永远绽放在春天里！

雪小禅说：“如果你没有绝世的容貌，
那么，你有绝世的姿态也是好的。”我忽然
觉得：玉兰花不仅有倾城的容貌，就连姿态
也是这般的绝世，像极了暮春的月光，清
婉、丰盈，映现着岁月静好的温暖。

欧洲疫情持续反弹 旅游业困境中谋复苏

晳，是关中人口中“漂亮、俊美”的意
思。漂亮到了啥程度？像旦娃。这“旦”，指
的就是秦腔中的正旦（青衣）。

关中人有三大爱好：看戏、逛会、咥黏
面。看戏属精神生活，是吃饱了、喝足了、
逛美了后的首选。他们的生活离不开秦
腔。大婚时唱，盖新房了唱，过寿、埋葬人
也要唱。台上演员唱，台下他们合，谁错了
一句词，少走一步路都瞒不过。戏曲里的
人物在心底生了根，尤其是那旦角儿更疼
人，腮边一点红，水袖随风摆，爱恨苦悲，全
在眼角眉梢上。

现实中，他们就这样把“旦”融入了生
活，把生活戏剧化。

旦娃女红最能拿出手。女子们七夕望
月穿银针，晨起对镜贴花黄。顽皮撒娇娘不
怪，倘若不潜心学裁缝画花样，少不了要挨
几鞋帮。娘训导说，学会了，且不提你出嫁
后能顾惜自个儿家，“亮针线”那天，也是在

“晒”我的脸面呢。“亮针线”是指新娘娶进

门，在堂屋展出陪嫁的刺绣、缝纫等针线活，
让人欣赏评价。活儿好，受夸赞；活儿糙，爹
娘会跟着受非议。丽姐少时和姥姥学缝布
老虎，后来结婚生子、打工种地就把手艺搁
置了。多年前，镇上建了民俗村，老古董、老

手艺兴盛了。她备了剪刀、布料和棉花，缝
制了一笸箩大大小小的布老虎想探探水。
没想到这些驱邪避灾、平安吉祥的物件很受
青睐，三下五除二就卖光了。她花心思又设
计缝制出了老虎鞋、老虎兜、老虎挂件等系
列布艺品，惹得游客直竖大拇指。现在采取

“公司+农户”模式，她的“老虎”更是添了翼，
富了自己，还带动了姐妹一大群。

旦娃心生莲花自芬芳。乡村不缺老故
事，“孔融让梨”“程门立雪”，孝悌礼仪的教化
从小没少听，耳濡目染，她们悟到了做人该是
个啥模样。桂嫂搀扶着脑梗的公公在广场学
走路。老人脚上系着绳，桂嫂拉一下，公公挪

一步，累得她脸颊额头都是汗。丈夫远路打
工，她把半瘫公婆的三餐、喂药、擦身、按摩
换洗全拿下了。她用行为传承美德，孩子们
回到家，也主动帮忙干农活、做家务，给爷爷
奶奶喂饭、端尿壶。婆婆在门口夸赞说：“我
这一家子，离了女旦娃可不得了。”

旦娃骨子里面多自信。《白蛇传》里的白
云仙、《五典坡》里的王宝钏、《花亭相会》中
的张梅英……会矜持、爱害羞，关键时刻却
是柔韧坚毅、敢爱敢恨的角儿。妮子患有先
天性脑瘫，如花的生命蒙上了灰暗的阴影。
她用嘴巴咬着笔练写字，“微商”助人卖果
蔬。几年打拼，几年摸索，已不再是爹娘眼
里的“小可怜”，而是人见人爱的“旦娃子”。

旦娃的晳在心灵。妩媚娇艳不当食，胭
脂花粉不当衣。她们的世界有柴米油盐，有
聚散离合。真实的生活，平凡的人生，让
她们从青涩到成
熟，时刻绽放着
迷人的美。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春华秋实，夏炽冬雪。夏是
秋的坐骑，驮着变幻的云，急
骤的雨，似火的骄阳，驮着生
长、成熟、收获，走在春与秋
的征程上。

小暑刚过,年初的疫情
蔓延至此时，学子们
的高考推迟了一个
月之久。已是盛夏
时节，似火的骄阳牵
动着所有考生家长
和孩子的心，很多家
长在考点门前一等
就是半天，很多城市
的出租车都免费搭
载高考学子，还有

“爱心送考车”专门
接送预约的考生，更
多是提醒司机朋友
们高考日开车不鸣笛，考点
也有免费的绿豆汤、西瓜相
送……“岂无九重居，广厦帘
垂湘。冰盘与雪簟，潋滟翻
寒光。展转苦热烦，心在黔
黎旁。”昨日君王都知体谅百
姓竭力消暑，何况今日乎？
十几年风霜只为荣耀今夕，
十几年奋斗只为创造奇迹，
愿莘莘学子顶着那一份炙

烤，穿过那一片丛林，迎接下
一份惊喜。九月，秋高气爽，
稚嫩的脸庞多了一份踏入高
等学府的成熟之美。

暮夏时节，就业之季，一
个充满美好却又无比伤感
的时节。无数大学毕业生将
穿上学士服，与相伴四年的
同学和老师们一起分享成长
的喜悦。泪与笑，酸与甜贯

穿整个毕业季。当
离别的感伤还未离
去，就业的现实又将
困 扰 着 众 多 毕 业
生。作为职场新人，
与其继续深造“千军
万马挤独木桥”，倒
不如尽早深入基层、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或农村，更可加入国
企历练几年，必能提
升工作潜能，收获满
满。所有的企事业

单位，在这个时候都出台多
种相关政策，从入职辅导、就
业规划等方面做好了迎接
新员工入职的准备，也满满
希望每一双明亮的眼眸都
透着战“疫”中白衣战士精诚
无私的灵光。

夏，所有的人都在奔忙
着，为的是接下来秋的丰实
与辉煌！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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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国际牲畜研究
所 7月 6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各
国政府亟需采取措施阻断病原体从动物

“跨越物种界限”传染给人类，否则将来
还可能暴发更多人畜共患疾病。

这份名为《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人
畜共患疾病以及如何阻断传播链》的报
告指出导致人畜共患疾病频发的七大因
素，包括人类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增加、对

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和开发增多、气候变
化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
诺生在报告中说，流行病不仅影响人们
的生活，也危害各国经济。在过去几个
月中，“我们切身感受到，疫情对最贫穷
和最脆弱人群的打击最为严重”。为了
防止将来疫情再度暴发，必须更加谨慎
保护自然环境。

为预防和应对人畜共患疾病和大流行
病暴发，报告建议各国政府扩大对人畜共
患疾病的科学探究，采取将公共卫生、兽医
和环境专业知识相结合的“一体化健康”计
划，加强生物安全和相关防控体系建设，以
及采用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做法等。

人畜共患疾病是指动物和人类之间
自然传染的疾病，包括埃博拉、中东呼吸
综合征、新冠病毒等。 □杨臻

联合国报告建议各国加强研究和预防人畜共患疾病

欧洲多国疫情持续反弹，政府加紧
防控并强调佩戴口罩的重要性。与此
同时，疫情重创欧洲国家旅游业等行
业，各方在困境中谋复苏。

7月份以来，瑞士疫情出现明显反
弹，1日至 3日连续三天新增确诊病例
超过 100 例。瑞士政府加紧采取防范
措施，要求自 6 日起 12 岁及以上民众
乘坐公共交通时必须佩戴口罩；各州
也出台相应规定，或要求进入超市时
佩戴口罩，或重新禁止 30人以上集会。

塞尔维亚近期新增确诊病例持续
增加，6日新增 289例，超过 80%的新增
确诊病例出现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包
括贝尔格莱德在内的 14 座城市已陆
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塞多名官员和
知名人士相继确诊。塞军方 6 日开始
着手把贝尔格莱德一座体育馆改造成
约 500张床位的方舱医院备用。

奥地利现有确诊病例 6日达到 1012
人，近期出现聚集性传播的上奥地利
州地方政府决定从 7 日起恢复在公共
设施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保加利亚
卫生部 6 日宣布，将疫情引发的全国
紧急状态延长至月底。

德国近期病例增幅保持低位，围
绕是否继续佩戴口罩产生争论。德国
政府发言人 6日表示，支持延续 4月底
出台的“口罩强制令”。在疫情中广受
关注的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表示，
疫情尚未过去，巴州绝不会放松甚至
取消佩戴口罩规定。

在政府解除大部分管控措施后，
阿尔巴尼亚单日确诊病例数大幅反
弹，30 岁左右人群感染人数呈明显上

升趋势。6日，首都地拉那公共交通恢
复运营，政府规定公交车载客量不超
过总量的 70%，所有乘客和工作人员必
须佩戴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

在欧洲，一些传统旅游国家受疫情
冲击尤为严重。由于疫情持续反弹，
克罗地亚上周再度被邻国斯洛文尼亚
列入不安全国家名单。

受疫情影响，3月以来波兰旅游业几
乎处于停滞状态。据波兰中央统计局 6
日发布的数据，今年 5月在波兰酒店过
夜的游客数较去年同期暴跌88.1%。

在闭馆长达 3个半月后，法国巴黎卢
浮宫 6日重新向公众开放。遵照卫生防
疫规定，卢浮宫采取预约制，每半小时只
接待 500名游客，当日有 7000名游客预
约成功，远低于以往每天 3万人以上的
客流量。卢浮宫表示，闭馆至今已损失

4000万欧元（1欧元约合7.9元人民币）的
收入。法国官方数据显示，疫情使旅游
业至少损失400亿欧元。

与卢浮宫一样，世界最大露天博物
馆、瑞典斯德哥尔摩斯堪森公园游客大
量流失，运营陷入困境。公园采取一系
列措施应对危机，包括解雇 600名夏季
短期工、取消活动和中止与音乐家的合
同及提前接收国家拨款等，但这并不足
以确保其长期运营。

瑞典央行目前正采取多种措施为
经济复苏提供支持。从 9月开始，央行
将开始购买公司债券。此外，央行董
事会还决定降低利率，并延长向银行
的贷款期限。防疫方面，瑞典政府日
前决定将 3 月 19 日开始实施的限制入
境政策延长至 8月 31日。

□高磊

7月6日，参观
者在法国巴黎卢浮
宫博物馆欣赏画作

《拿破仑加冕》。
因新冠病毒疫情关
闭 3 个多月后，法
国卢浮宫博物馆于
6日重新开放。

□高静 摄

疫情致全球经济低迷，韩国
外向型经济面临巨大挑战。多方
认为，中国经济复苏与中韩经贸
合作将成为韩国经济下半年发展
的积极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
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
测，韩国经济今年将萎缩 2.1%。
IMF将韩国归入受疫情冲击较小
国家之列，认为其“在发达国家中
表现最好”。

由于前期采取了积极的防控
措施，韩国 5月 6日进入旨在恢复
生产生活的“生活防疫阶段”。不
过，韩国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并不
乐观。自 3 月起，韩国开发研究
院的月度报告连续 4 个月给出

“经济衰退”评价，称疫情影响韩
国各行各业。

韩国出口遭受重创。自 4月
起，韩国出口连续 3 个月萎缩幅
度超过两位数。尽管 6月出口降
幅收窄，但市场普遍认为，在欧美
等主要出口市场疫情缓解前，韩
国出口难有起色。

韩国工业产出自 2月起连续 4
个月环比下滑。制造业4月和5月
均环比锐减约 7%。就业市场也进
入“寒冬”，5月失业率达 4.5%，为
2010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

韩国中央银行认为，今年韩国经济前景
将取决于疫情防控形势，不过，待全球疫情平
复之际，韩国将是经济率先复苏的国家之一。

韩国政府持续推出多重措施来缓冲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继推出规模分别为11.7万亿

韩元（1美元约合 1191韩元）和 7.6
万亿韩元的两期补充预算后，韩国
政府6月再次推出规模为35.3万亿
韩元的第三期补充预算。

不过，疫情之下，韩国经济仍
面临巨大的内部和外部挑战。

就国内疫情而言，韩国在转
入“生活防疫阶段”后，疫情出现
反弹，小规模聚集性感染事件频
繁出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多
次超 50例。韩国政府一再表示，
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政府将考
虑收紧防控措施。

就外部环境而言，疫情下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及疫情对产业链的
冲击是韩国当前面临的严峻挑
战。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期表示，疫
情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抬头趋
势，全球供应链迅速重组，这对韩
国的影响甚于韩日贸易摩擦。

不过，韩国从官方到民间仍然
支持自由贸易及产业链合作。大
韩商工会议所近期一项调查显示，
设有海外工厂的韩国企业中，
94.4%没有“回流”计划。

多方人士认为，中韩作为疫情
防控措施较为有力的两个国家，
双方的经贸合作及中国经济的快
速复苏对韩国今后一段时期的经
济发展非常重要。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允模上月
表示，中国经济正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复苏，韩
国对华出口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6月，韩国
对华出口同比增长9.5%，而同期对美国、日本
和欧洲出口均仍处于萎缩状态。 □何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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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疫情动态

7 月 6 日，由中国武汉发出的“武
汉-基辅”中欧班列驶入乌克兰首都基
辅市利斯基货运站。 中国和乌克兰两
国代表 6 日在基辅市利斯基货运站举

行活动庆祝汉欧国际“武汉-基辅”中
欧班列，首班抵达。该班列是中国华中
地区首列直达乌克兰的中欧班列。

□谢尔盖·斯塔拉斯坚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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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一瓣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