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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听到二叔去
世的消息后，我痛苦万
分，彻夜未眠。二叔勤
劳一生的形象浮现在
眼前，留在心里的记忆
是长远的。

二叔年少时也勤
奋好学，乐于助人，但
由于兄妹多，生活困
难，二叔只上完小学就
辍学回家种地。在我
的记忆长河里，二叔本
分善良厚道，一年四季
在土地里耕耘，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把辛
勤的汗水洒在黄土地
上，每年耕种的小麦、水稻都喜获丰
收，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有滋有
味。每年粮食收获后，二叔就让大儿
子把好米好面送给城里的亲戚尝鲜，
从未间断过。我家的红薯、大蒜、辣
椒、香油等都是二叔送的，吃起来爽
口润心。我们回报二叔的是，每年
清明节回家时，给二叔捎几斤春茶，
二叔爱不释手，自己舍不得喝，每次
沏茶时总是放少许怕浪费，每当客
人或串门的人来了，二叔高兴万分，
热情地让儿女们沏茶递烟，留住客人
们吃饭，村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到
二叔家里串门子，春秋季节喜欢在二
叔家门前的大树下纳凉聊天。

二叔虽然是个粗人，可他常常
教育我们知识改变命运，学好文化
课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在我上高中
的前夕，家里由于盖房手头紧，上学
的费用一时很难凑齐。为了给家里
减轻经济负担，我曾几度想放弃求
学。二叔知道后二话没说，拉着家里
辛苦存下的一千斤粮食到集市上卖
掉，换回一叠崭新的钞票塞在我手
里，我内心五味杂陈，感激的泪水夺
眶而出，暗暗发誓要好好学习，以此
回报二叔。

谁料三年后我高考失利，郁郁寡
欢，躲在家里不愿见人，人也见天消瘦
起来，父母着急又无能为力。二叔常常
来看我，他心疼我，怕我伤身，总是变
着花样逗我开心，还领我在安康月河
边转悠谈心。他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但他说的话却烙进我心里，改变了
我的人生。“人要脚踏实地，有智吃
智，无智吃力，学会吃亏和付出，生
活不会亏待任何人的。”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所在的部门经常会
收到一些读者朋友的来信，来信的内容五花
八门。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上五年级的小
女孩写来的信。小女孩今年 10岁，叫笑笑。

笑笑的信是这样写的：“看到这封信的
叔叔或阿姨，我想告诉你们一件烦恼事，希
望你们能帮助到我。每次，一到放暑假的
时候，我就会生出无限的烦恼。这样说，并
不是我不喜欢暑假，哪个小朋友不喜欢放
暑假呢？而是暑假对于我来说，比平时上
学还要心累！没放暑假之前，我总觉得，暑
假是用来玩耍的时间，也是用来休息的时
间，可是，在离放暑假还有半个月的时候，
我亲爱的妈妈就将我两个月的假期排得满
满当当。我虽然心里不太情愿这样的安

排，但我哪敢和我妈顶嘴呢？我稍微表现
出有一点点的不满，我妈只一句话：‘我这
么辛苦的是为了谁？’我一听，会立马羞愧
地闭了嘴。”

笑笑的文笔不错，语句通顺流畅，我继
续往下看：“在今年暑假的两个月里，我妈
先是给我报了她认为必不可少的奥数、奥
语及英语班，接着，她又顶着高温，给我报
了舞蹈班，书法及画画班。看来，我妈是想
把我打造成新一代才女加学霸。于是，我
每周是这样按排的：一三五上奥数、英语、

舞蹈。二四六上奥语、书法和画画。我本
来还想着周日能休息一天，可我妈只一句
话：‘周日就做我给买的暑假作业吧。’听
后，我顿时有一种天昏地暗的感觉！”

读到这里，我忽然脸上一阵发烧，不由
自主想到，在这个假期里，我也给上三年
级的女儿报了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女儿也
曾向我抱怨过给她报得兴趣班过多，可我
从来没有考虑过女儿的感受，只是将满脸
不情愿的她强行带到兴趣班里。我总是认
为，不能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说实话，

做这些事情时，我从没有和女儿商量过一
次，我总认为，这是为她好。

笑笑在信中最后写道：“我知道妈妈是
为我好，可我确实不再想上那些兴趣班
了，特别是画画班。我打心眼里不喜欢画
画，每次去上课，我都会做别的事情。可
过后，我又觉得对不起妈妈，辜负了妈妈
的心愿……今天，我说得这些，妈妈并不知
道。所以，在这里，我想请看到信的记者
叔叔或阿姨，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和
我妈妈沟通一下，请她以后别在给我报这
些兴趣班了好吗？我也想对妈妈说，请你
别再为我操太多的心，女儿一定也会努力
学习的。”在信的最后，笑笑留下了她妈妈
的电话。

想到这里，我拿起电话，打算给笑笑的
母亲打个电话。不论结果如何，我都希
望她能有一个明媚快乐的暑假时光。

家乡人都把紫薇叫紫金花，它和紫
荆是不同的品种。现在，家家房前屋后的
绿化，差不多都栽有这种树。另外还有的
就是枣树、桂花树……栽这些树，按老辈
人的说法，有“早生贵子”“兰桂齐芳”“事
事如意”……这些吉祥兴旺之寓意的。

村里的老油坊，有声响、有味道，过
去是个人气很旺的地方。在我童年记忆
里，那地方经常油香飘飘，很是诱人。油
坊东山墙后面，叫茶叶包，是片老茶树
的丛林。茶树中间，有棵老枣树，还有一
棵紫金花树。树身高大，枝繁叶茂，树蔸
有大水桶粗，暴露的表面，错的根，又生
发出许许多多高过人头的小树苗，小树
自然成林。开花的季节里，那里就是粉
红的一片。我们一群小孩子到油坊外面
玩的时候，常常就爬到大树上去掏鸟蛋，
树身被磨得溜光。

老油坊东边三十步远处，是个“凹”字
形式样的老院子，名“熊家院子”。熊家院
子的廊檐柱上，雀替上、挑枋上，都饰有雕
花。木雕图案有：鹿、松、鹤、蝙蝠等，是
村子里现存唯一一座徽派风格的古建筑。

新中国成立前，院子一度作为安康特委机关办公
地。土地改革后，院子住进了好多户人家。正房里住
着两个潘姓兄弟；东厢房，住着吕姓两兄弟；西厢房前
面住着万姓一家；后面住着熊姓本家老大。这个熊
家户主，好像没有什么文化。据说他有个弟弟学问
大，人英俊又聪明，民国时期考入北京大学读法律专
业。解放后，政府安排他在县法院工作。在一次执
行死刑犯的时候，受到意外惊吓，自后一病不起，悻

悻而去，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院子前面
的场坝边，有棵球形树冠的老丹桂树，开橙
红色的花。可惜，现在这院子拆得只剩下
三分之一了。院子后面的一口古井也给填
平了。熊家的后人，单传一个男儿。在外
打工多年，有贴地砖的极好手艺，还带出一
帮村民靠建筑手艺致富了。自己家盖了三
层新楼房，住到正街上了。

四十多年前，无儿无女，了无牵挂的
光头老油匠死了。一座百年以上的老油
坊拆除了，老油榨被肢解后不知去向。油
坊后面的那棵大紫金花树也不在了，留下
个长满杂草的深坑。听人说，是十多年

前，被人在夜晚连根挖起卖到外地了。还有人说，这
棵树被出境口的木材检查站查扣下来，栽到县城里
的中心广场了。好在，这树有着生生不息的繁殖本
性，根部生发出的小树还在。老油坊后面的茶林间，
如今也还是粉红色的繁花一片。

今天看来，那紫金花树和枣树，跟老油坊倒没有
什么关系。确切说，它们应是熊家院子当年的环境
标配，是专门栽下的绿化植被。

老
油
坊
外
的
紫
金
花

□
黎
盛
勇

笑笑的来信
□姚秦川

欧洲抗疫形势微妙 专家预警秋季再次暴发
欧洲新冠疫情总体趋于稳定，但随着

6月以来逐步放开限制措施，部分国家疫
情出现反弹。为应对本土聚集性传播和
外来输入病例，欧洲各国不得不再次收
紧防控措施。同时，多国未雨绸缪，为秋
季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暴发做准备。

总体疫情趋稳 局部有所反弹

世界卫生组织13日疫情地图显示，西
班牙被“挤出”累计确诊病例数全球前十
名。世卫组织认为，欧洲多国“依靠强力
领导和专家指导成功控制疫情”。

相比之下，英国、瑞典等少数国家仍
未渡过难关，部分东欧国家则出现明显
反弹。克罗地亚 11日新增确诊 140例，
是 2月底以来新高；罗马尼亚 7月日均新
增459.8例，远超6月上旬的日均194例。

欧洲疾控中心统计，过去 14天每 10
万人中确诊病例超过 30例的国家有瑞
典、葡萄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卢森
堡；病亡率最高的是瑞典，每 10万人中
有 2.4人死于新冠肺炎，其后是英国和罗
马尼亚。

据分析，造成疫情局部反弹的主要
原因是，解禁后人们忽视了防疫要求，在
酒吧、夜店发生聚集性感染。也有人将

之归因于欧盟内部和外部边界的放开，
如捷克、希腊、意大利等国均明确报告了
输入性病例。

重启社交距离 加强边界管控

疫情反弹引起卫生当局警惕。西班
牙卫生部应急与预警协调中心主任西蒙
13日表示，全国目前有 120个活跃的暴
发点；罗马尼亚紧急情况署署长阿拉法
特说，有不少人不遵守防疫要求，甚至对
病毒的危害程度表示怀疑，这可能使防
疫功亏一篑；德国卫生部长施潘 13日再
次告诫人们，不要“陷入虚假的安全感”。

各国纷纷采取新措施，如加强边界
管控、开展病例追踪、重启社交距离、加
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等。

希腊卫生检疫机构过去几天在与保
加利亚接壤的普洛马霍纳斯口岸检出大
量新冠病毒阳性样本，因而决定自 15日
起所有从该口岸入境者必须出示 72小时
内检测报告；捷克也调整了部分国家风
险评估，要求从危险地区回国者接受强
制隔离检疫；斯洛伐克对从高风险地区
返回却不配合防疫措施的公民，罚款上
限提高至5000欧元。

与此同时，针对疫情控制较好地区

的放开也在继续。芬兰从 13日起正式对
17个欧洲国家以及中国、日本、泰国等国
开放边界，允许工作等必要入境旅行。

警惕二次暴发 口罩必不可少

奥地利卫生部长安朔贝尔 13 日表
示，世界范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显然尚
未到达顶点。奥地利当前防疫重点是阻
止地区性传播向全国蔓延，并为秋季可

能面临的严峻挑战做好准备。
瑞典卫生和社会事务大臣莱娜·哈

伦格伦表示，政府委托相关卫生机构做
好准备，针对秋季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
情制定计划。秋季疫情可能会存在很大
地区差异。

克罗地亚公共卫生研究所负责人查
帕克 13日说，如果秋季出现疫情恶化，建
议人们更多地使用口罩。 □李骥志

莫斯科国立谢切诺夫第一医科大学
实施的“重组腺病毒”候选新冠疫苗安
全性临床试验已进入收尾阶段。总计
38名志愿者分两批于 6月 18日和 23日
接种疫苗，并将分别于 7月 15日和 20日
出院。这一阶段临床试验主要为了检
验疫苗安全性，下一阶段试验将检验疫
苗有效性，预计两个阶段试验总共将耗
时至少五六个月。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7 月 13 日宣
布，该校研发的一款新冠病毒候选疫苗
进入一期临床试验。疫苗研发项目负

责人之一、昆士兰大学教授保罗·扬表
示，这款基于“分子钳”专利技术开发的
新冠候选疫苗在临床前试验中表现良
好，能够诱导产生高水平的抗体。一期
临床试验将进一步评估这款疫苗的安
全性及其在人体内产生的免疫反应。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新冠疫苗研发团
队 12日宣布，该团队参与开发的一款候
选新冠疫苗已成功完成利用猕猴开展
的动物实验，将于 10月进入一期临床试
验，如果临床试验获得成功，有望于明年
第三季度末投入量产。 □刘阳

多国疫苗研发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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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 1985年开始收藏门
票。一次去武汉出差，当地
好友陪我参观著名的黄鹤

楼，黄鹤楼门票是书签形，高 16公分，宽 4公分，门票
底色是紫色，上端两角画有两朵白云，云彩下方用黑
彩绘画着宏伟的黄鹤楼，楼下方一个大白鹤展翅飞
翔，其下竖写的“黄鹤楼”三个红色大字，据说是著名
书法家赵朴初所题。这个门票特别精美，我便将它
保存下来，时常拿出观赏。

从此，我走上了收藏门票之路。36年来，凡是我
去过的地方的门票都会收藏，而我未去过，好友去过
的地方的门票，我也珍惜收藏。如今我收藏的各类
门票有三千余张，几乎遍及全国名胜景点。

我将这些门票按类别归类珍藏。门票浓缩了中华
名胜，是华夏文化的结晶，融实用、纪念、知识、摄影、绘
画、书法、篆刻等多种形式于一体，闲暇之时，仔细赏
玩，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别有一番情趣。

门票有三大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多彩。我国各地不
同时期的旅游门票包罗万象。二是设计新奇独特。海
南的天涯海角、五公祠风景区采用的嵌币门票，别具一
格。三是图案各异。九寨沟门票是以原始森林、卧龙海、
树正瀑布为图案，充分体现了这里美丽的风光；哈尔滨
的冰灯游园门票，则是冰雕塑的亭台楼阁图案，置灯
光照射之下，给人以冰晶玉洁美不胜收的艺术之感。

门票上的图案是各个旅游景点的精髓亮点，它不仅
记载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满足了人们求美求乐的兴
趣。浏览旅游门票上的祖国壮美山河的旖旎风光，不出
家门便游览天下美景，这就是收藏门票的魅力所在。

收藏的乐趣
□张久仲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的最新气候预
测报告指出，2019年是全球有气温记录以来
第二热的年份，仅次于 2016年。由于温室气
体水平持续上升，新的“史上最热年度”可能
在 5年内出现。世界气象组织警告称，实现
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的温控目标
面临巨大挑战。

世界气象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联
合国关于天气、气候和水文研究的权威机构。
这份名为《2019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的报告
旨在综合世界各地气象研究，提供高质量预测
信息，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报告显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
迫在眉睫。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仅次于2016
年创下的高温纪录。当前，地球平均温度已比
工业化前高出了1摄氏度以上，2015年至2019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5年，2010年至 2019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未来5年内，出

现一个或多个月份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至少
高 1.5摄氏度的可能性约为 70%；年平均气温
比工业化前至少高 1.5摄氏度的可能性约为
20%，且这种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未来 5年，随着全球气温升高，高纬度地
区和非洲萨赫勒地区可能会更潮湿，南美洲北
部和东部地区会更干燥。大西洋北部地区可
能有更强的西风，导致西欧出现更多风暴，全
球极端天气增多。

“这项研究表明，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
温度控制目标面临巨大挑战。”世界气象组织
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国经济活动“停
摆”，碳排放强度减弱，但报告显示，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浓度并未降低。塔拉斯解释称，大气
中二氧化碳的停留时间非常长，可达上百年。
2020年全球碳排放量下降，不会降低大气中
二氧化碳的浓度；疫情还会使人们更难以应对

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各地不断出现极

端天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过去 5年，世界
最大的经济损失都与异常热带气旋有关。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对年均温度 25
摄氏度的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气温升高1摄氏
度，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1.2%。塔拉斯强
调，气候变化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福祉、生态系
统和经济发展，各国政府应将气候行动纳入经
济恢复计划。

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并不顺利，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严重阻碍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所做出的努力。去年12月召开的联合国
气候变化马德里大会上，各方没有就《巴黎协
定》第六条有关碳市场机制和合作的谈判达
成一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世界
气象组织的这份报告表明，全球变暖正在加
速，这是气候变化的又一个警钟。 □张朋辉

应对气候变暖面临更大挑战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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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能
源官员 7月 13日表示，两国将
完全遵守今年达成的石油减
产协议。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
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
本·萨勒曼与伊拉克石油部长
伊赫桑·伊斯梅尔当天通电
话，讨论了国际石油市场需求
情况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协
议的执行情况。

双方表示，欧佩克与非欧
佩克产油国为实现减产所做的
努力将促进全球石油市场稳
定，加速恢复供需平衡。

伊拉克在 6月完成了其石
油减产配额的近 90%。伊斯梅
尔表示，伊拉克在 8月初将完
全执行规定的减产配额，并承
诺近期额外减产，以弥补 5月
和 6月未完成的减产目标。阿
卜杜勒-阿齐兹表示，相信伊拉
克将继续执行减产计划。

4月 12日，欧佩克与非欧
佩克产油国达成石油减产协
议，今年 5月至 6月的减产规模
为日均 970万桶，7月至年底减
产规模降至每日 770万桶。6
月 6日，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
油国同意将日均 970万桶的原
油减产规模延长至7月底。

□涂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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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老师在缅甸仰光一所学校门口为前来报到的学生测
量体温。 缅甸高中生于当日返校报到。 □吴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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