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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1 月 2 日在美国纽约公
立图书馆外拍摄的鼓励投票的广
告。11月3日选举日临近，美国大
选进入倒计时，纽约街头布置多处
广告，鼓励人们参与投票。

□王迎 摄

美国选举日临近美国选举日临近
街头广告鼓励投票街头广告鼓励投票

《陕西工人报》是一份政治性、群众性和
趣味性都很强的报纸，也是我经常阅读的一
份报纸。通过经常阅读陕工报，提高了自己
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开拓了视野，感到收
获颇丰。

在陕工报创刊七十周年之际，我不禁回忆
起与陕工报多次握手的情景，以及发生的许
多感人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已经发生许多年
了，却仿佛刚刚发生一样。

记得 2002 年夏天，单位所报《二一二通
讯》采用了我的稿件《我所不断拓宽效能监察
领域》。过了几天，我亦师亦友的宣传部张老
师找到我，说陕工报的企事业单位报刊链接
专栏编发了不断拓展效能监察领域的稿件。
拿着那份墨香扑鼻的报纸，我无比兴奋，作为
一名单位基层的通讯员，采写的稿件能发表
在陕西省一级报纸陕工报上，虽然这篇稿件
注明了“据《二一二通讯》”，并没有署我的名，
我还是为此激动了好长一阵。

2012年，我调至单位宣传部门，负责宣传
工作。我与陕工报的联系沟通更多了，也更
密切了。我投给陕工报的新闻稿件，经编辑
老师精心修改后，很多都编发了，扩大了单
位的影响力，提升了单位的知名度，得到了
领导的肯定和好评。值得赞许的是，陕工报
的编辑老师都很敬业，业务能力也很强。稿
件经过他们修改后，让人觉得更有高度了，
也更接地气了，还更精练了。今年 3月，《看
似平凡却不凡——记 2019年所劳模张志伟》
的稿件，经编辑老师修改，把标题改为《他在

一线传承人民兵工精神》，仅这一修改，就更
加突出了主人公的行业特征和精神风貌，也
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当张志伟拿到刊登
有自己事迹的陕工报时，连声对我表示感
谢。我觉得，他更应该感谢的是陕工报的编
辑老师。

陕工报，曾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
近年来，我爱上了文学写作，先后在陕工

报发表了散文《回家过年往事多》《第一次照
相》和《路遥，为读者而作》等。我把这些发表
有自己文章的报纸链接发至朋友圈，得到了
不少“圈友”的点赞和评论。有朋友和同事见
面了还说我成作家了，知道这是朋友为鼓励
我而说的，却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家乡
的“微友”雷焕看到我转发的陕工报链接，得
知我手头有陕工报，托我留存有发表他文章
的报纸，节假日回老家带给他。我们通过陕
工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写作上相互激
励，生活上相互帮忙，工作上相互支持。

陕工报，给了我文学创作上很大的帮助
和支持。

我与陕工报的握手，还有许多次，也还会
有更多次；我与陕工报的故事，还有许多个，
也还会有更多个。

我与陕工报的多次握手
□付海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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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一连数天，时大时小，在雨

的哀曲里，我暗自伤神，总是困顿于
生活琐事的我，身披湿衣往家赶……

“给，坐下来，舒服点儿！”隔壁邻
居拿着个小板凳递了过来，我蹲在出
租屋门口，瞅着刚刚拎回的大包小包，我赶忙连
声说谢谢。刚搬家，中午下班回家又购置了不
少生活必需品，已经未时，我只要一开门回家，
必定会吵醒刚午睡的女儿，中午她只能休息半
小时，我索性悄悄在门口等她。隔壁一家三口
回来，以为我忘带钥匙了，知道情况后，就往屋
里让我，她家孩子也高三了，回家还能稍睡片
刻，我一样不好意思去打扰，她回屋给我拿来了
这个小凳子，并告诉我，不用了立在墙角就行，
下午她自己收回。虽一件小事，但让我感到邻
居的善解人意，瞬间心头一暖。

我坐了下来，想起了孩子还在上幼儿园时，
我要出差，一直在外地工作的老公又回不来，我
只好把孩子留给楼上的朋友代管。有次出差回
来当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才到家，于是前一天就告
诉朋友，让孩子自己在家先休息，晚上回去我陪
她。一路风尘仆仆赶回家，正准备轻手轻脚开门，
没想到门从里面打开了——是我朋友，她说：“孩
子困了，你还没回来，怕孩子一个人害怕，我下来
陪她休息。”第二天，我问女儿：“昨晚几点睡的？”
她说：“八点多，阿姨说你九点就会回来。”我才知
道朋友为了让女儿安然入睡，昨天一个人在我家
傻坐着，陪了女儿三个多小时。善意的谎言，我
哪好戳穿，现在想起，仍旧热泪盈眶。

邻里守望，朋友相助，温情暖暖，陌生人之间
的举手之劳，更会让彼此多一丝感动。一天早
晨，到路边摊吃担担面，才坐定，就见一位男士伸
着手，眼睛四处寻找纸巾，摊主忙得不可开交，根
本没注意到他，他也不好意思吆喝，我见状，便从
包里取了一张纸巾递与他，他连声道谢。不一会
儿，我的面也上来了，热气腾腾的面条一碗下肚，
知足地去结账，可摊主说：“刚刚那位先生替您付
过了。”我惊愕道：“啊，我不认识他呀！”摊主肯定
地说：“是的，就刚刚站这里的那位。”我这才意识
到，他应该是为了感谢我在他窘迫之时递上的纸
巾。直到如今，回想起此事，还自我打趣，一张纸
巾，换了一顿早餐。

不经意间，生活总用坚实的翅膀温暖着你我。忽
然，那首《温暖》的旋律回响在耳畔：“谢谢你的温暖/
每个日子都有了期盼……
谢谢你的温暖/每个日子
都有了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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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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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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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约了几个很久没见面的好友
一起小聚。正谈得开心，一位好友的母亲
打来电话，问她晚上回不回家吃饭，想吃什
么。有如此一位疼爱自己的母亲，我们都
感叹好友福气不小。

然而，一向以温良恭俭让自居
的好友，却对着电话那头发起火：

“我不是说过晚上不回家吃饭了，
怎么还打电话来问，烦不烦啊！”还
没等那头把话说完，好友便“无情”
地挂了母亲的电话。好友“不懂
事”的做法让我们大吃一惊。她一
直是大伙嘴里的乖乖女，聪明懂
事，现在，竟然对最疼爱她的母亲
发那么大的火，真是太不应该了。

看到我们吃惊的样子，好友开
玩笑地说：“都是自己家人，想说什
么就说什么。再说，母亲也不会责
怪，因为她最疼爱的人是我。”听了
她的话，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责怪
她。因为，我们不也经常冲着自己
的亲人，毫不留情地吼叫吗？

就在前几天，母亲炒菜时，一
不小心把油倒多了，导致菜油腻
得难以下咽。我当时就冲母亲发
了几句牢骚，并当着母亲的面，将
吃了一半的菜全倒进垃圾桶里。
母亲在一旁胆怯地看着，眼里流
露出自责的神情。事后我才得
知，母亲那几天突患眼疾，视力受
到影响。刚好那几天我工作忙，
她不想给我添麻烦，可我却不分
青红皂白责怪母亲，母亲当时的
心情不知有多难受。最让我不安

的是，始终母亲都没有责怪我一句，她将
所有的责任独揽下来。母爱的包容和宽
厚，在那一刻尽显无疑。

事后，我总是在想，为什么现在我们
对越亲近的人越没有耐心，对越疼爱自己
的人越盛气凌人？我们总是毫无顾忌、任
性无礼地冲他们乱发脾气，却很少考虑过
他们的感受。反过来，许多时候，我们对

朋友、上司，甚至一些不相干的人
却客客气气、彬彬有礼。

究其原因，是亲人的包容和
关爱让我们太过放肆。在家庭这
个给予心里安全感的环境里，我
们太容易忘记怎样说话，忘记将
自己伪装的一面抛掉。而且不管
何时，我们对亲人的索取总是漫
无边际，我们对他们“抗打击”的
能力预期总是太高，所以，一碰到
不顺心的事，我们就拿他们当“出
气桶”。而他们，从头到尾，却舍
不得责怪我们一句。想起这些，
就不免心生愧疚。

从今天起，不妨尽量多关怀身边
那些爱着你的人。让我们一起，把
耐心和爱心，毫无保留地还给他们。

间真情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点亮岁月的柴火 □曹春雷

竹笆是在深秋时登场的，那时候原野上
的草已经暗淡成泥土的颜色，在秋风里懒懒
地匍匐着，只等着竹笆来邀请它们。它们会
被竹笆搂起来，放入筐，被挎回家，然后在鏊
子下化为火焰，作为草木灰这种肥料，来年春
天重又回到原野。

村里人都喜欢用柴草烧鏊子摊煎饼，先
将玉米粒用水泡发后磨成糊糊，再在鏊子上
烙。鏊子烧得热热的，把玉米糊糊在鏊子上
摊开，用竹片抹得薄薄的，一面熟了，翻过来，烙
另一面，然后揭起来，将一个圆形叠成长方形。

用竹笆搂来的草烧鏊子，火势均匀。当
然，也可以用碾碎的麦秸，但麦秸不够用，因为

有很大一部分麦秸要用来套褥子，被塞进封起
来的布里，放在床上垫着，很柔软，一个冬天都
会觉得暖，还能闻到麦子的气息。

去田野搂柴火的，多是女人。三两个约
着，扛着筢、挎着筐、说着闲话，去往野地。若
是男人这样扛起竹笆去搂柴火，会让女人们笑
的。就像看到五大三粗的汉子迎着阳光，捏着
绣花针，翘着兰花指做女红。

女人们没空时，就安排自家孩子去搂柴
火。草很轻，塞满一筐也不重，如果在野地里，
黄昏如果你远远看见几团草在移动，莫惊讶，
那肯定是几个去搂草的孩子挎着筐回来了，筐
里的草塞得实在太多了，体积看起来太过庞

大，让人看上去，会忽略孩子单薄的身影。
当然，也有孩子贪玩，天快要黑了，才发现

草搂了那么一点点，于是他会找几根硬的草棒，
交织着横在筐底，上面塞上干草，看上去很大的
一团，他费力挎回家去——看上去筐很沉他很
累的样子，母亲看到了，就会夸一句“搂来的草
真多”，然后在做饭时煮上一个鸡蛋作为犒赏。

总有倔强的蚂蚱，在与季节做最后的搏
斗。它们隐藏在枯草里，希望借此度过深秋，
挨过寒冬，迎来春天。就像那句歇后语说的，

“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孩子们搂柴火
时，不费力就捉到了，找个背风处的大青石上，
随手薅一把干草，然后烤，很香。那香味儿，许

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来，还不由得砸吧嘴。
这些草挎回家去，等母亲摊煎饼时，孩子

们就守在旁边，母亲从鏊子上叠一张，孩子就
抓起来，到厨房里，从油罐里挖一勺已上浆的
猪油，抹上，卷起来就吃。几口就吃完了，再
去鏊子旁拿。往往母亲摊了很长时间了，身
旁放煎饼的包袱里还是空空如也。

如今很多年没有吃煎饼了。
前些日子，在一处农家乐饭店，看到农家

大嫂现场摊煎饼，烧火用的是软草。于是想
起故乡的原野来，想起那些被柴火点亮的岁
月，一颗心顿时就暖了起来。故乡，从来就是
温暖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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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 11月 1日披露，英国“脱

欧”后与欧洲联盟未来关系谈判的渔
业议题取得一定进展，双方有可能在
本月中旬前达成协议。

两名欧盟人士说，欧英双方已就
欧盟渔民明年起在英国水域捕鱼的准
入权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方案将允
许英方宣称重新掌控领海、扩大英方
渔民捕捞权，而欧盟渔民不会即刻丧
失捕捞配额，具体配额留待晚些时候
商议确认。即便双方就配额仍有分
歧，也并不必然导致更广范围内的英
欧未来关系协议难产。

彭博社推断，渔业这一争议议题

如果得到解决，意味着英欧仍有可能
在先前设置的 11 月中旬最终期限前
达成未来关系协议。欧盟坚持协议达
成的前提之一是双方就渔业达成妥
协，使经济份额并不突出的渔业议题
成为谈判最大“路障”之一。

就渔业议题，欧盟内部立场最强
硬的是法国。不过，法国欧洲事务部
长克莱芒·博纳 1 日告诉英国广播公
司，他相信可能“找到一个尊重双方
利益的解决方案”，对“数天或两周
内”达成平衡双方优先政策方向的协
议“谨慎乐观”。

知情人士同时披露，即便渔业议

题取得显著进展，双方仍有重要分歧
待解决，特别是保证欧盟市场的“公
平竞争环境”。

欧盟 10月初启动法律程序，指认
英国政府起草的《内部市场法案》破
坏双方已签署且具备法律效力的“脱
欧”协议，并要求英方在 10月 31日前
回应，否则将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
英方没有在期限内回应欧盟，但双方
没有揪住这点不放。彭博社认为，这
是谈判另一利好迹象。一名欧盟官员
说，欧盟仍将推进相关法律程序，但
希望双方和平解决这一争议。

□海洋

南非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促经济复苏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近日宣布一项

总额 1 万亿兰特（1 美元约合 16.3 兰
特）的经济复苏计划，拟通过大规模基
础设施投资带动就业和经济恢复。分
析认为，由于第三季度南非国内疫情
得到控制，封锁政策逐步放松，南非经
济将出现一定程度复苏。

这项计划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
点，投资水利、能源、卫生、住房、道
路、教育及公共交通等领域，旨在刺
激经济增长，带动其他行业发展。计
划实施后有望创造约 80 万个工作岗
位，拉动经济增长 3%。拉马福萨还宣

布，将疫情特别补助金的发放期限延
长 3个月。

根据南非统计局的数据，南非经
济 2019年下半年开始陷入衰退，电力
短缺导致矿业、制造业及商业均受到
影响。疫情让南非经济雪上加霜。
数据显示，南非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环比萎缩 51%，同比下跌超过 16%。

今年 4 月，南非政府推出总额
5000亿兰特的社会救助与经济支持计
划，旨在帮助企业和民众渡过难关。
受疫情影响，南非有超过 400 万民众
失业；政府通过失业保险基金，向失

业人员发放了超过 400亿兰特的救助
款。此外，政府还向 500 多万民众提
供疫情特别补助金；减免企业税收逾
700亿兰特。

目前，随着疫情形势趋于平稳，南
非的工商业活动陆续恢复正常。法国
巴黎银行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8
月底，南非制造业生产及批发、矿业及
零售业的数据总体超出预期。南非斯
塔德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阿克曼认
为，随着经济活动重新开放，南非可能
会在第三和第四季度出现V形复苏。

□万宇

英欧未来关系谈判现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