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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7月
27日10时（北京时间27日16时），全球新冠
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254274 例，达到
16114449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5490
例，达到646641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北京
时间 28日 6时 36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
16360298例，死亡病例为 650918例。美国
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达
4276856例，死亡病例为147303例。

新闻事件

在新冠疫苗研制方面，继俄罗斯“加马
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研制
的疫苗顺利通过第一阶段临床试验后，俄联
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下属的“矢
量”国家科学中心27日对另一种疫苗开始临
床试验，迄今俄共有17家科研单位正研制至
少26种新冠疫苗。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副首席医疗官迈克尔·
基德27日说，截至当天中午，澳大利亚过去24
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549例，再创澳疫
情暴发以来新高，超过了5天前报告的502例。

越南卫生部 27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该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1例，均
来自中部岘港市。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
27日宣布，岘港市自 28日零时起实行至少
14天的社会隔离，民众在公共场所和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时须佩戴口罩，从岘港前往
外地的人员需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当地暂
停接待游客以及非必要经营活动等。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27日在推特上发
文说，全力抗疫是印尼当前的一项优先工作，
在疫苗被验证有效并被大规模生产出来之
前，政府必须要加倍努力来应对这一危机。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与前两
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 800相比，27日
日本新增确诊病例数有较大回落，这可能
与日本截至 26日的 4天连休导致检测量
较少有关。 □王萌萌

俄罗斯正研制至少26种新冠疫苗
澳大利亚日增确诊病例创新高

国际疫情动态

那年，我在西电公司西安
高压开关厂当钳工。那时，厂
有厂报，公司有《西电工人报》，
报纸除了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
信息外，还有一版副刊。厂里
当年有 8600余名职工，公司下
属有 2万多职工，两张企业报
几乎人人过目，班组分享，文
化氛围很好。

当年企业报办得确实好，
年年季季评好稿件，提高了企
业职工爱岗敬业意识，加强生
产协调，促进企业发展，鼓舞
职工士气。同时，为了扩大企
业影响，提高知名度。企业宣
传部便先后多次邀请贾平凹、
路遥等一批著名作家来企业
为通讯员、业余作者颁奖并讲
授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方法。
每次讲完，都要请贾平凹、路
遥给通讯员签名合影。起先
知道信息的好多工人，星期天
专门进城到新华书店买贾平
凹的小说集，等待他来时为其
签名。那时，主管此项工作的
负责人，事先准备要签名的名
单，贾平凹签名的只是事先准备好的那么几个人。

之后几年，我在西电公司电视台工作，电视
台隔壁就是西电工人报社，编辑部的办公室、报
刊杂志几乎应有尽有。一次参加了公司的各类
文学活动，在公司会议室近距离看到了贾平凹
给公司职工签名的图书，看到贾平凹的签名，我
既惊喜又兴奋。

再以后几年，因文化事业需要，我在西安做
文化研究、筹划编辑出版《陕西文化人》丛书。我
曾在著名作家李若冰、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的
指导和帮助下，采访了贾平凹先生，并为他拍摄
了不少照片。

在编辑《陕西文化人》丛书时，他几次打电
话说《山西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艺
报》采访他时，照片拍的他不大满意，让我将拍
他的照片冲洗后送他家中。据文艺界朋友讲，
我拍的贾平凹肖像上了全国不少报纸，而我只
看到《散文百家》封面用了我拍的贾平凹的照
片。十多天后，我收到北京《散文百家》编辑部
寄来的两本刊物，立即将此事告诉了贾老师。
那天下午，我将杂志送到他家里，他送我了一本
他的签名书，说算是一个感谢吧。

近年，我外出活动较多，先后去过新疆多次，
在乌鲁木齐认识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有些朋
友邀请我到他们家喝茶聊天，也谈起贾平凹签
名赠书的事。读书人对作家有一种特殊的情
感，阅读着，思索着，还总想与作家见面聊聊，或
者走动，或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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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战友送我一件文化衫，上面印
有曾让中华儿女扬眉吐气的蘑菇云图案，还
有“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6周
年”字样。这件文化衫一下将我的思绪带回
到新疆马兰基地那段难忘的岁月。

1964年 10月 16日，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罗布泊，竖立着一栋四层楼房，里面卧室、
厨房、家具应有尽有，不远处还摆放着一架
飞机和一辆坦克，地窝里拴着两只猴子和
狗。参加核试验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工程
技术人员，还有物理、化学专家们都戴上
特制的墨镜，屏住呼吸，听着广播里基地
总指挥倒计时的报秒：“6、5、4、3、2、1，起
爆！”只见一团硕大的火球闪爆，紧接着蘑
菇云翻滚着、升腾着，越升越大，直刺蓝

天。在爆炸的第一时间，空军驾机穿过蘑
菇云取样，防化兵分别乘摩托车、吉普车
和装甲车快速驶向爆心，记录数据，下车
将试验的猴、狗牵上装甲车返回营地。

1968年 3月，我和西安百余名适龄青
年，经过严格的政审、体检后，穿上军装，
来到新疆腹地——马兰，成为核试验基地
的一名防化兵战士。远离城市，远离父
母，在“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的戈壁
滩上安营扎寨。

为保证原子弹和氢弹在试验时能准

确无误地取样和采集数据，每天要进行无
数次训练，甚至还要蒙着眼睛拆装探测
仪、寻找故意藏匿好的放射源。然而，更
艰苦的是穿上防化服乘坐装甲车训练。
夏季，戈壁滩上的气温高达 45度，我们身
上穿着密不透风的防化服，在模拟的试验
场地跑步取样，汗流浃背，军装里外全部
湿透。说了可能有人不信，回到营房，从
连体的防化服里能倒出少半脸盆汗水。

核试验前，要提前半个月进入场站。
从营房到试验区要坐一天的车，到达目的

地后，身上的灰尘足有 2公分厚，战士们个
个都成了泥塑，只有眨动的眼睛证明你是
个活人。试验场内寸草不生，打出的水又
苦又涩无法饮用，只能从生活区马兰拉
水。吃不上蔬菜，连鸡蛋都是用蛋粉和水
搅拌后炒着吃，罐头是最好的菜，只有在
核试验期间才供应。核试验场风沙大得
惊人，若是在帐篷外吃饭，饭吃完碗底便
是一层沙子。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参加
核试验的人员都非常乐观，个个朝气蓬
勃。每当北京向世界宣布：在我国西部又
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时，我们这些
参加核试验的防化兵指战员的那种喜悦、
激动和自豪，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马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影响着我
的一生。因为有了戈壁军营生活的铺垫，
再艰苦的环境我都能从容应对，因为在我
的心中，有一朵永不消逝的蘑菇云。

永远的蘑菇云
□张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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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闪电窗外忽然下起了
大雨，雨又大又急，我猛然想
起刚才下班后忙着拿东西，自
己的摩托车还没有放进车棚。

急忙打了伞下楼去，发现
车棚的开门卡没有带，看到一
个女子刚从车棚出来。我便
客气地跟她说：“麻
烦你帮我把车棚的
门开一下，我刚下
楼急，忘了拿车棚
开门卡。”她不情愿
地往回走了两步，
懒懒地刷了一下门
禁卡，等都不等我
出来就走了，也不
怕把我关在里边。
因为门开了只能停
留半分钟，我赶紧
把车子放进去就往
外走，就这样我还
是被门卡了一下，
硬是挤了出来，我感到自己有
些狼狈，那个女子没走远，往
后看了我一眼，难道她是在看
我的笑话？她这么一看倒是
让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面孔
有些熟悉。那是在春节过后，
疫情正紧的时候，有一天傍
晚，我收到一个让我去取快递
的信息。

在这非常时期，出门很麻
烦，要严格登记测体温，还要

带上自家的出门证，虽然很麻
烦但必须配合，疫情就是命
令，每个人都义不容辞。我出
去以后，看到昏暗的路灯下，
一个快递小哥正在忙碌地分
捡包裹。我核对了快递公司，
报了我的名字和信息，他很快
帮我找到了。同时他还在给
另外一个人打电话，通知来取
快递。但那个人说她现在有

事情出不来，快递
小哥说现在情况特
殊，送一次不容易，
请她尽量取走，来
回说了很多话还是
没有结果，我听到
他们说的某某小区
跟我一个小区并且
是前后楼，我就说：

“刚好顺路我帮她
带回去吧，你让她
在楼下路口等我。”

小哥征得她的
同意后，便让我签
字带走包裹，他感

激地对我说谢谢。进小区大
门又是一番严格的检查，我
提着东西快走到她家楼下，
远远就看到路灯下站着一个
穿棉外套和拖鞋的女子。碰
面后我们互相核对了信息，
我微笑着把包裹给了她，同
时也记住了她的样子。

是的，就是今天这张脸，
雨越下越大，我的心也一片
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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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余是个保安，与我无亲无故，但我却很敬佩。
说起老余，还得从前年说起。三年前，我在

林业大厦谋得一份新职。上班第一天，见到的
第一个人就是老余。

老余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慈眉善目，朴实
能干，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不由得心生好感。

由于在机关灶上吃饭，常常碰到，我和老余
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从言谈中得知，老余
是华阴人，经亲戚介绍在林业大厦做保安；妻子
为人和善，四个儿女都已成家。说话中，满满的
幸福感洋溢在老余脸上。

一次闲转，看到老余在门卫室写书法，就进
去和老余攀谈起来。看了他的书法，我一直称
赞他字写得好。老余谦逊又温和地笑了笑，把
笔递过来对我说：“你也写写。”

其实，我年轻时也喜欢书法。当年在乡镇工
作时，乡政府开个大会，逢年过节给大门口写个
对联，还能说过去。现在，几十年不动毛笔，竟
然找不到任何感觉，写了几个不成样子的大字

就放下了。言谈中，我知道老余报了市老年大
学书法学习班。听到此话，我心里更加敬佩起来。

我和老余熟悉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老
余告诉我，他年轻时还到南山里掮过木头。别人
一次只能掮一根，可老余一次能掮三根。遇到合
适的，老余不但掮小椽，还掮檩条回来，一路上换
着扛。饿了，啃一口冷馍；渴了，喝一口泉水。虽
然辛苦，但乐在其中。进山掮一次木头，少则赚
十多元，多则赚三四十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
小的收入，老余累并快乐着。

老余的能干是出了名的，且很有经济头脑。
当年，要养育四个孩子，且有两个孩子同时上大
学。大儿子在西安学美术，花费之大，可想而
知。老余为了不耽搁孩子学业，毅然买了一辆
三轮车，和妻子跑运输，一天下来能挣三四十元
钱。就这样经历风雨，没黑没明干了好几年，硬
是供儿女完成了学业。

在保安岗位上，老余总是睡得晚、起得早，不
知疲倦。宿舍每晚都有人半夜两三点钟回来，
影响老余休息，但老余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大
厦内谁有包裹要存放在门卫室，老余总是细心
保管好，直至亲自交到当事人手中才放心；大厦
内外哪里不干净，哪里堆了垃圾，老余总会主动
清理。

当保安是辛苦的，也是需要用心的。我坐在办
公室，即使没见到老余本
人，但我似乎看到了老余
勤劳工作的场景，和他脸
上的幸福。

保 安 老 余
□赵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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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世界银行对外发布了《中国
优化营商环境的成功经验——改革驱动力
与未来改革机遇》专题报告。世行报告认
为，中国近年来在“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国家领导
人高度重视，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在建立改
革协调机制、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加强信息
化技术应用、推动国际国内改革经验双向
交流等方面创造了成功经验。

报告系统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在开办企
业、获得电力、办理建筑许可等多个领域推

出的具体改革举措，为全球其他经济体优
化营商环境改革提供借鉴，推动全球营商
环境水平整体提升。报告同时指出中国改
善营商环境还面临一些挑战，并提出了具
体的改革建议。

近年来，中国以参与世界银行全球营
商环境评估为抓手，大力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全球排名
持续大幅提升，在 2019年世行营商环境评
估中位列第三十一位。连续两年被世界银
行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 10

个经济体之一，被采信的改革数量位居全
球前三，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营商环
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

为更好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
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中国将继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推进
简政放权，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为内外资企业及各类所有制
企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公平竞争环境，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
能，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曲哲涵

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近日
首次将一张从地球附近远望火星的照
片传回了地球，拍摄时它已在太空中飞
行了 100万公里。“希望号”于 7月 20日
成功发射升空，根据计划，它将在太空
中航行 7个月，预计明年 2月抵达环火
星轨道，围绕其飞行一个火星年，收集
大气层数据，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了解
和掌握火星的气候条件。

“希望号”是阿联酋和阿拉伯国家
的首个火星探测器。阿联酋总统哈利
法表示，“希望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
射，将推动阿联酋在太空领域的研究和
开发工作。

2014年，阿联酋宣布启动火星探测
器项目，同年政府斥资 54亿美元设立太
空署。2017年，阿联酋提出百年火星战
略，计划 2117年在火星建立适合人类居
住的城市，实现向火星移民。2019年 3
月，阿联酋制定 2030国家太空战略，规
划了太空科学和研究、工程制造、试验

和商业应用等 79个太空项目，希望将本
国打造为太空科学研究和商业应用的
主要中心之一。

阿联酋主要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推
进航天事业。“希望号”火星探测器由阿
联酋与美国合作研发，在日本的航天中
心发射，约有 450人参与了该计划，超过
一半的研究人员是阿联酋人。2018年，
阿联酋首颗国产卫星“哈利法”地球观
测卫星搭乘日本火箭进入太空。2019
年，阿联酋首位宇航员哈扎·曼苏里搭
乘俄罗斯“联盟号”载人飞船进驻国际
空间站，成为第一位访问国际空间站的
阿拉伯宇航员。

推进航天事业发展对于阿联酋的积
极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英国伦敦大学学
院的评估显示，通过执行火星探索任
务，阿联酋大大提高了科研能力，发现
并培养了相关人才。评估认为，还有大
量非航天领域的企业从相关技术的发
展中受益。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

酋境内目前有超过 57个与航天领域相
关的机构，创造了约 1500个就业岗位。

分析指出，阿联酋希望通过推进航
天业带动高科技发展和经济转型，降低
对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资源的依赖。阿
联酋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
公司航空航天负责人巴德尔指出，在火
星探索任务中研发的一些新材料、新技
术可以运用在改善飞机设计、提高燃油
推进效率等领域，未来也可以进一步开
发太空旅游等商业方面的价值。

据当地媒体报道，阿联酋的火星
探索任务激发了年轻人对于科学、技
术、工程等科学学科的兴趣，选择相关
专业的大学生逐年增加，高校正越来越
多地开设相应的课程。阿联酋火星探
索任务项目主管奥姆兰·沙拉夫表示，
航天事业的发展将激励更多人进入科
学和高新技术领域，促进构建以创新为
基础、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提
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周輖

阿联酋大力发展航天业

世界银行发表专题报告——

与全球共享中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经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
7月 27日批准南非贷款申请，同意拨款约
43亿美元用于支持该国抗击新冠疫情。

IMF在一项声明中说，这笔贷款将通
过 IMF快速融资工具支付，帮助南非解决
收支平衡的问题，满足其抗击疫情的紧
急需求。

声明援引 IMF第一副总裁杰弗里·冈
本的话说，南非新冠确诊病例数量位列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首。疫情影响
了全球供应链，导致南非国内经济活动
减少，经济出现深度衰退。冈本呼吁南
非政府采取更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定债
务，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推动确保

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
自今年 3 月初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

例以来，南非疫情一直呈快速蔓延趋
势。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新冠疫情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南非累计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五。

□高原

IMF批准向南非提供43亿美元贷款

7月26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舰艇列队参加海军节庆祝活动。
当日，俄罗斯举行活动庆祝海军节。 □莫京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