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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意大利米兰，莫奈主题沉浸之旅在阿尔钦博第剧院开
幕，游客们在光影中感受法式浪漫。 □张信凤 摄

国际疫情动态

童年大部分美好的回忆，都与
吃的有关。

我们在农村长大，每年暑假，
捉鱼摸虾，摘桃偷瓜，一个个晒得
像泥鳅一样黑。

有年夏天，我们正在村头大
树下捉知了，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有个年轻人来卖
东西。“你是卖什么的呀？”我们没看到什么货物，就
问他。“卖冰棒的，五分钱一根，很解渴的。”那人说。
我们都不知道冰棒是什么，年轻人索性打开箱子，让
我们看看。那箱子密封得非常好，掀开毛巾，一根根
冰棒堆放在箱子里，冒着白气，看样子十分好吃。“又冰
又甜，好吃着呢，要不要来根？”年轻人开始推销。那时
候都没什么钱，还是阿强聪明，叫我们每人出一分钱，
凑着买一根冰棒尝尝。于是，大家分头行动，溜到家里
去找。尽管一角的大票没有，一分钱还是拿得出来
的。我们把攥紧的五分钱递给年轻人，他从小箱子里
拿出了一根冰棒，我们接过后迫不及待地剥开包装
纸，一股香味直往鼻孔里钻。

阿强带头，伸出舌头舔了一口，闭着眼睛很享受的
样子。在迫切的目光中，我们依次舔着冰棒，每人只舔
一小口。舌尖上顿时冰冰凉凉，带着甜味儿，真是人间
美味。小小的冰棒，在我们手里传着，一边冒着气，一
边快速融化。阿强提议我们一人咬一小口，免得化了
浪费。于是，当最后一小口冰棒含在嘴里，舍不得咬，
就让它慢慢化开，化出一个冰凉的夏天。

后来，每逢天气炎热，我们就期待着小贩来村里卖
冰棒。小贩不常来，我们对冰棒就格外期待。有次我发
烧了，嘴唇干得厉害，特别想吃冰棒，头又痛又晕，渐渐
睡着了，迷糊中感觉嘴巴甜蜜蜜的冰凉，情不自禁地舔
了几口，睁眼一看，父亲正拿着一根冰棒碰我的嘴唇，
他脸红红的，全是汗水。我一把拿过冰棒，极其认真地
一口一口舔着，舌尖上又冰又甜。父亲笑着说：“好吃
吧？”我只是“嗯”了一声，没顾上多说就继续沉浸在冰
凉世界里。后来，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一幅画面，父
亲顶着烈日，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即使衣服湿透也全
然不顾，因为他小心地揣着还没来得及融化的父爱。

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吃冰棍儿了。但每年夏天，我
都要买根白冰棒尝尝，也不怎么吃，就是想把夏天舔一
口，重温儿时的美好回忆。

冰
棒
里
的
夏
天

□
赵
自
力

那一年，他意外高考落榜。
其实高中三年，不管是大考还是小

考，他的成绩都稳定保持在全年级前五
名，看起来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对他来
说应该不是一件难事。然而，有时候看
起来十拿九稳的事情，却往往最令人失
望。那年，他的高考成绩与录取分数线，
仅相差了一分！

当时，许多认识他的人都担心他受不
了这个打击，但他却在失落了两三天后，
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对那些
关心他的人说：“我现在的心态很好，请大
家不用为我担心，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
做！”一个星期后，他收拾好行囊，对家人
说，他打算外出学习一门手艺，以后也好

养活自己。虽然家人极力劝他再复读一
年，他却从容地说：“能上大学的确是一件
幸福的事情，但没有考上大学，也并不一
定就是世界末日，关键是要有一颗平常
心。”他还说，每个人的路都在自己脚下，
他知道该怎么一步步昂起头向前走。

两天后，他来到南方一座陌生城市，
在一家电器公司当了学徒。从上初中
开始，他就对电器方面的知识很感兴
趣，他希望有一天也能有自己的专利和
发明。现在，他终于朝着自己的爱好迈

出了第一步。
三年时间里，他只在过年时才回家，

其余时间，都花在了学习技术上面。终
于，在师傅赞许的目光中，他顺利出师。
那一刻，他的心情异常兴奋。他想，当年
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当时的心情一定和
现在的自己差不多。

回家后，他向银行申请了小额贷款，
然后在镇上开了一家门面很小的家电修
理铺。开始，他也遭遇了创业的瓶颈——
客源稀少。为此，他格外珍惜每一位顾

客，在业务方面他一丝不苟，收费也合情
合理，有时碰到有困难的顾客，他便直接
免了对方的维修费。一年后，他凭着过硬
的技术，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大家宁愿多
跑几里路，也要将东西交给他修理。

随着上门的顾客不断增多，他的小店
显得有些狭小。于是，他又重新物色了
一个大一点的门面。在他不懈努力下，
他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今
年，距他高考落榜整整过去十年了。如
今，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手底下有一百
多名员工。而这些员工里面，有超过六
成都是高考落榜生。他，是我的姐夫，一
个高考落榜、却懂得用智慧创造美好人
生的强者。

姐夫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记
忆犹新：“人生哪有那么多顺遂和一帆风
顺，有时侯，挫折和磨难也可以变成财富。”

人生哪有太多顺遂
□姚秦川

吃过饭，天变得半阴半晴，妻说：
“洗衣服的事放到明天吧。”“好，我骑
车带你兜风去！”停了手头写着的一篇
文章，我接妻话道。“正合吾意！”妻兴
高采烈，“知我者老公也！”去
哪里？我们每每出行都是心
不想、嘴不说，用笔在纸上写
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揉成
纸团抓阄，一抓，方向是东，
正好向东 50里外就出了省到
河南三门峡。

八月，骑上摩托飞奔起
来并不热。路是山道，全新
的柏油省道，车行 70码，没有
声，只有凉嗖嗖的耳边风。
山奇水幽，风景忒好，惹得妻
在我身后伸臂狂叫，还做出
一些夸张举动。

两省毗连处有村曰：兰
草，是一个自然村，漫山遍野
盛产兰草花，很有名。另外
据说当年红军长征过此地，
在这里驻扎时诞生了《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使这里更有
名。我们找了家门面清新的
农家乐小吃店坐下，一位小
巧清丽的女孩拿来菜谱让我
们点菜。先给我，我挡了菜谱没看就
说：“先来个酸辣土豆丝。”妻也没看，
说：“再来个水煮豆腐。”土豆丝妻爱
吃，水煮豆腐我爱吃。一小瓶三两装
的白酒，要来杯子一分，我多半，妻少

半。此情此景，没点酒那是不够意思
的。用罢餐，我又到兰草小学去找了一
份有副刊的河南《三门峡日报》。每次
外出，什么都可以不带，唯独当地的报
刊不能不带的。

真实、恬淡、自然的生活，即便没有
玫瑰花，也一样值得热爱，一样也有“小

清新”。饮食男女的恬淡生活
里，那些日常起居，相互体切
关爱的许多小细节，何尝不是
一种“小清新”和“小浪漫”
呢？不慕大富贵，但求常有

“骑上摩托找浪漫”的小浪
漫。我相信，无论生活有多么
艰辛，我们最终还是会珍爱生
活，珍爱每一个今天，并且对未
来的日子充满信心和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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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之于我，也不妨谈谈。
能记起的第一次见到肉是集体分肉。

农村集体养的猪并非说杀就杀了，遂盼过
年，生产队可以杀一头猪。家家都端了盆
子，分回三五斤。肉分之前早已过秤，精确
到一两一钱。唯有肥瘦不能绝对分匀，也
有办法，纸团抓阄。

后来包产到户，家畜也分了，大家才
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猪，但也不常吃
肉。猪一喂就是大半年，三月的猪仔用红
薯、猪草催肥，同一栏的其它几头早已被
卖，换回娃儿们过年的新衣服、来年的化肥
种子钱。腊月，多数家庭开始杀年猪。不
过依然是精肉都卖了，剩下的肉就放在柏
丫上点火熏。大年三十和初一这两天敞开
吃，大年初二起就开始收敛，为啥呢？图个
细水长流。

父亲把腊肉一块一块提到院坝里晒，
直到肉干得流油才取回挂在老鼠可望而
不可及的高处。晒肉也得人守着，一防猫
狗二防贼。说来你可能不信，竟有蠢到偷
肉的贼！不是蠢，是穷，都穷。

晒干的猪肉可以吃到农历五六月，留
到农村收完小春，然后又开始了半年漫
长的等待。我父亲那时在村上和镇邮局
兼点工，所以我家打牙祭固定为一月一
顿，而且猪油尚且能够保证。邻居幺奶
奶家确是吃“辣锅菜”（炒菜完全没有

油）好长一段时间。每次打牙祭时，母亲
都会让我去请幺奶奶。幺奶奶与我家本
没有血缘关系。我爷爷奶奶死得早，每
次出工，父母都把我丢给幺奶奶看管。
母亲记了这情。

一月一次的“打牙祭”又怎能满足正
在疯长的身体呢？高中的一次尴尬经历
让我刻骨铭心又羞于启齿。那天上午最
后一节课，学校食堂蒜薹炒肉的味道飘
过来，荤菜是给少数住校的有钱人家的孩
子准备的。不知怎的，那一天的猪肉香得
出奇，我的口水几乎是以涌泉的方式流
出来。我的同桌是女生，怎么办？我能
清晰听到自己咽口水的声音，我的脸瞬
间红了。我用手夸张地捏捏自己的喉
结，做出嗓子极不舒服的样子，然后大声
咳嗽一下，顺势咽下了那令我差点出丑
的“鬼东西”。那节课的最后五分钟，简
直成了我的梦魇。下课铃一响，我几乎是
逃似的跑出了教室。

今非昔比，我上班后有了收入。算一
算这二十年来的物价，猪肉价格大概涨了
五六倍，工资涨了二三十倍，幸福指数还
是提升了不少。至少，再也没有出现过高
中课堂上那样的尴尬场景。

肉 味 飘 香
□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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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超 1700
万例，且仍以每天超过20万例的速度快
速增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近日表示，新冠大流行是“百年一遇的
健康危机，其影响将持续数十年”。

在这场抗疫“持久战”中，如何平
衡防疫与发展成为横亘在很多国家面
前的难题，一些“带疫解封”国家正面
临疫情的凶猛反扑，防控较好的国家
也在严防反弹或偶发病例。为赢取抗
疫胜利，科学界正加紧诊断工具、疗法
和疫苗的研发。

做好长期作战准备
世卫组织 8月 1日宣布，新冠疫情

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预计疫情持续时间较长，需有长期
应对措施。

据该组织统计，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2日10时（北京时间16时），全球新冠确
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6万余例，累计确
诊超过1766万例，累计死亡逾68万例。

目前，全球疫情“震中”已转至美国、
巴西和印度，三国确诊病例分别超过450
万、260万和 170万例。此外，当前统计
数据中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的国家
还有俄罗斯、南非、墨西哥和秘鲁。

距世卫组织 1月 30日宣布新冠疫
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已半年有余，全球病例数仍在快速
增长。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在疫情暴发
第一个月，全球报告的确诊病例不足1万
例；而7月20日以来，全球每日新增病例
数均在20万例以上，7月31日报告的新
增病例数甚至达到创纪录的29万余例。

各地区艰难抗疫
受经济形势所迫，一些国家过早放

松了防疫限制措施，再加上民众未能严
格遵守防疫规定，疫情迅速恶化，单日
新增病例数屡创新高；也有一些国家逐
步控制住了疫情，但仍面临疫情反弹或
出现偶发病例风险。

从地区看，美洲地区除美国和巴西
这类疫情“百万级”国家外，“带疫解封”
的哥伦比亚、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
确诊病例近日也以每日数千甚至上万例
的速度增长。哥伦比亚1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该国新增确诊病例10673例，创单
日最大增幅，累计确诊超过30万例；目前
首都波哥大部分地区已暂停复工复产。

亚洲地区的防疫形势同样不容乐
观。印度已连续多天每日新增确诊病
例超过5万例。菲律宾2日报告新增确
诊病例 5032例，连续 4天刷新单日新增
病例数纪录，累计确诊超过10万例。截
至 2日，日本已连续 5天新增确诊病例
数超过 1000例。伊拉克 7月 31日报告

的新增确诊病例首次突破3000例。
欧洲地区，目前疫情最重的俄罗斯

确诊病例超过85万例，但疫情曲线正在
下降。随着复工复产进一步推进，西班
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疫情近期出现
反弹。英国政府7月31日宣布，原定于
8月1日起实施的“解封”措施暂缓执行。

非洲地区确诊病例目前已超过 90
万例，其中南非超过50万例。南非在疫
情初期采取了严格的“封城”措施，但 5
月开始“解封”后，新增病例数大幅增
加。世卫组织 8月 2日数据显示，南非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万例。

决胜“武器”研发获进展
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说，

应对新冠大流行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
危机，相关研发起着核心作用。世卫组
织正与全球研究人员合作，致力于加快
新冠诊断工具、疗法和疫苗的研发。

多国专家预计，在能够大规模接种
疫苗前，全球确诊病例数还会持续上
升。目前全球多国科研团队正在不同
技术路线上推进新冠疫苗研发。

尽管全球迫切期待新冠疫苗，但疫
苗获批上市并大规模接种仍有待时日。
世卫组织提醒，在疫苗面世前，各国还需
坚持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公众也要注意
卫生，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郭洋

随着发达国家争相订购在研新
冠病毒疫苗，其他国家和公共卫生权
益组织开始担忧，富国是否会垄断疫
苗供应，让其他国家民众在排队接种
疫苗时“靠后站”？

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富国垄断
疫苗供应”的情景在2009年“猪流感”（甲
型H1N1流感）疫情暴发时曾经上演。

总部位于伦敦的“有限空气”分析
公司估算，美国、英国、欧洲联盟和日
本迄今已订购总计大约 13 亿剂备选
新冠疫苗。潜在的加购订单以及正
在谈判中的交易涉及另外约 15 亿剂
疫苗。受到富国青睐的疫苗研制企
业包括法国的赛诺菲、英国的葛兰素
史克、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
生物新技术公司等。

眼下全球尚无确定安全有效的新
冠疫苗。尽管部分药企的候选疫苗已进
入终期实验阶段，要实现疫苗大规模应
用仍需清除不少障碍，包括证明疫苗有
效性、通过监管部门审批以及扩大产量。

“有限空气”首席执行官拉斯穆斯·
贝克·汉森说，即便新冠疫苗研发前景

“乐观”，“全世界疫苗依然不够用”，一
个重要因素是不少在研疫苗可能需要
一人接种两剂。

“有限空气”预估，全球新冠疫苗供
应量可能要到 2022年一季度才能达到
10亿剂。

为避免疫苗“供不应求”，由世界卫
生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
苗免疫联盟共同推动的联合国新冠疫
苗保障机制 6月制定总额 180亿美元的

方案，希望 2021年底前确保 20亿剂疫
苗的供应和交付。

这一保障机制有助于各国政府抵
御备选疫苗最终研发失败的风险，同时
让“家底较薄”的国家负担得起疫苗供
应。目前，70多个国家已表示有意加入
保障机制。另外，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主
导的一个项目致力于为 90多个中低收
入国家和经济体提供新冠疫苗。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塞
思·伯克利说，由于部分疫苗研发项目
可能失败，为保障货源，各国需要分头
与多家疫苗生产商订立不同协议，这
可能导致各国陷入价格战、拉低供应
效率。“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各项协议互
相打架，希望通过提供一个疫苗投资组
合，让各国团结一致。” □海洋

俄罗斯国防部 8月 3日发表声明说，俄海
军已开始在波罗的海举行“海洋之盾-2020”
军演。

声明说，此次军演有 30 多艘各类型军
舰参加，海军航空兵、岸防部队、防空部队
和海军陆战队也参加演习。在军演第一阶
段，俄军舰完成了出航和反水雷任务，随后
部署在波罗的海指定区域。

声明说，参演部队正在执行防空、攻击、
反潜、战术登陆等多项课目。演习期间，参演
部队还将执行发射防空导弹、火炮的任务。

声明未提及此次军演的开始时间和结束
时间。

去年 8 月，俄罗斯海军和空天军在波罗
的海举行“海洋之盾-2019”大规模军演。

□李奥

俄海军在波罗的海举行“海洋之盾-2020”军演

全球面临疫情“持久战”各地战况如何

富国争订新冠疫苗引担忧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8 月 3 日表示，美
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有关企业
做有罪推定并发出威胁，中方对此坚决反
对，呼吁美方一些人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
化，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歧视、排他
政策。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 2 日接受采访称，特朗普政府很
快将对一些被认为威胁美国家安全的中国
软件采取措施，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和
微信等。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
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有关企业做有
罪推定并发出威胁，这违背市场经济原则，
暴露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和
典型的双重标准，也违反了世贸组织开放、
透明、非歧视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呼吁美方一些人认真倾听国际社
会的声音，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投资经营提
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停止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推行歧视、排他政策。”汪文斌说。 □成欣

外交部：坚决反对

美威胁对抖音海外版等中国软件采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