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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土耳其：：碧海银滩碧海银滩
←11月14日，土耳其安塔利亚省，航拍

当地 Kaputas 海滩，民众在秋日中的沙滩
上享受生活。 □杨牧 摄

↑近日，马来西亚摄影师Chookia在意
大利旅行，航拍记录当地秋日美景，层林尽
染构成一幅金秋美景图。 □苏缨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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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之前没有仔细看完过一份报
纸，更何谈自己的文字能刊登在报纸
上。误打误撞成为一名企业基层的

“土记者”——通讯员，让我有幸与陕
工报结缘。

虽说是一名基层通讯员，但更确切
地说，自己还是一个文字写作的“门外
汉”。一次偶然的机会——通
讯员培训，让我真正感受到了
一篇优秀稿件的诞生过程，也
捕捉到了一行浅浅的文字所
散发出的生命力。文字本身
或许并不自带生命力，但文字
作为意义的载体，承载了可以
碰撞出思想火花的燧石，必定
会对阅读者产生作用从而显
示出其生命力，这是人尽皆知
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这样反
复的阅读，让我真正看到了编
辑笔下的文章是那么自然活
泼，又是那么引人深思。读他
们写的文章，就像是在吃一道
美食，口口生香，回味悠长；亦
或像是在看一部大片，跌宕起
伏，扣人心弦。

自那时起，我的桌边就经
常会放几份《陕西工人报》。我
想，或许在这字里行间可以收
获自己的写作灵感，每每读到精彩的文
章，我都会将其摘录到自己的笔记本
上，隔一段时间拿出来读一读，感受那
些精彩的文字所散发出的生命力。也
是从那时起，我才发现灵感就潜藏在我
周围的事物中，需要去做一个生活的有
心人，做一个真善美的观察者，这样才

能在写作时既有振聋发聩之作，也有入
木三分之语，真正做到“行于当行，止于
当止”，形神兼备，气定神足，才会有写
不完的见仁见智连珠语，抒不尽的感天
动地真性情，真正打牢写作的基础。

也是因为此，我喜欢上了读书。
我喜欢书中的文字，感觉每一个优美

的文字都有一定的生命力，需
要我们细心品位其中内涵。
也开始尝试去写读后感，感受
作者把自己或青涩或成熟的
认知封藏在文字里，注入当时
全部感情，这些文字由时光打
磨沉淀，最后变成像琥珀一样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最终我
的第一篇文章《地坛里生命的
宁静》，发表在了《陕西工人
报》的读书栏目，那时的我既
欣喜又意外。我小心翼翼将其裁
剪下来，珍藏于笔记本里，至今
打开仍可嗅到油墨的淡淡香味。

说到底，文字的种植，还
是源于与《陕西工人报》的结
缘。也让我感受到了，文字
是一种可以让我们唤起良
知，触摸生命温度的事业。
阅读前人精品之作，能让我
们站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

构筑自我之作，能让我们在破壳化羽
的憧憬中激情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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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啸的光芒呼啸的光芒
□曹春雷

近日，新加坡政府制定的中
小企业负责人转型计划正式实
施。该计划将通过授课培训、交
流实践等活动，提升参加培训的
中小企业负责人的管理能力，为
企业规划新发展方向、制定未来
战略。目前，已经有来自 38 家
中小企业的 60名负责人参与计
划，预计未来 3 年将有 900 人参
加培训。

中小企业负责人转型计划
是新加坡政府应对疫情挑战、
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新
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表示，面
对疫情，企业负责人必须“带头
转型”，不能一味退缩或防御。
企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出台培训计划就是要通过提供
专门知识和业务扶持，推动企
业发展。

根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公
布的名单，首批 38 家中小企业
来自贸易运输、制造机械、信息
技术、生活消费等领域，尤以贸
易运输企业居多。参与培训的
企业及负责人需要有一定资质，
包括最新财年全年营收不低于
500 万新元（1 美元约合 1.35 新
元），企业股权中本地公民或永
久居民持股至少 30%，接受培训
者至少有 1 人是企业创办人或
家族企业接班人等。符合条件
者可以报销 90%的培训费用。

根据计划，参加培训的中小
企业负责人未来一年可以在新
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
等高校接受培训，授课老师除了
讲授基本商科原理，还将通过研
讨案例帮助受训者解决业务问
题。汇丰银行、大华银行等金融

机构是此次培训的主要合作伙
伴，业内领军人物将担任顾问，
帮助企业规划未来发展，拓展海
内外合作机遇。

“疫情发生后，中小企业受
到巨大冲击，这直接影响了新加
坡就业市场。新加坡政府推动
中小企业转型，希望借此找到新
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就业目标，
带动经济平稳发展。”新加坡国
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
教授顾清扬表示，在转型计划
中，与高校合作将提升受培训者
的站位，与金融机构合作有利于
解决企业的融资和金融方面的
难题，与行业领军人物合作有利
于开拓受培训者的眼界，获取更
多海内外资源。这些可以为中
小企业转型提供全方位帮助。

□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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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上管散步叫运动，用来计步数。从体育
角度来看，散步不算运动，从走心的角度而言，散
步也是一项运动。毕竟人在散步过程中需要顾及
视听感观，这无疑是一个人走心、思考，最后转化
为情感表达的过程。

生活中的散步很强调环境和氛围，由客观外在
条件决定，包括气候、地理等因素；更偏向于满足内
心情绪变化的需求——走心的欲望，假如置身在一
个春和景明、清风吹拂的环境下，人们出门散步的
欲望自然会强烈些，随之而来心灵的净化与个人身
体的放空也就水到渠成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
稿》中写：“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
切景语皆情语也。”可知外在环境与景物，都会影响

人的心境，反映到散步上亦如此。
每天都有很多人出门散步，可以肯定的是，

每个人在此过程中的心思是与众不同的。可能
在追求清静、转移注意力及保养身体等方向趋向
雷同，但细化到对散步的学问而言，许多人往往
会忽略其所带给身心上的深层次效力。如人们
耳熟能详的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作者只是选择
了一个普通的夏日夜晚，一个人沿着白日里人来
人往的荷塘散步，但作者由散步而生发出来的情
感，由一个人的沉思所创作出的美文，都是常人
始料未及的。这种由散步所形成的效益反差，便
是散步的可贵之处，也是学问之所在。

生活在相对拥挤的城市的人们，早已习惯了
在傍晚时分在江边河堤上散步，但仔细观察可以
发现，真正在散步中达到走心境界的人其实很
少。他们有的拖儿带女，在左拉右扯之间心绪难
免会趋于凌乱；有的捧着手机，看似任由脚步随
行，只是三心二意的一种表现；也有一部分认真
独行的人们，他们既没有同伴的闲聊打搅，也自
觉把手机收起来，不知情的情况下还给人一种理
想化的错觉——他们是专门出去散步的人，可一
旦听到某种喧哗或看见霓虹闪烁，他们的举动就
会恢复原样。

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一刻甜蜜或难忘的回
忆……都可算作对散步学问的理解和感悟。如果
一个人每次散步都下意识惦记着如何去走心与宽
心，牵强于如何达到所谓的散步效力与目的，或囿
于环境的变化或其他外力因素，最终造成散步的
厌倦，那就得不偿失了。何不随性而行、随心而
至，既不执著于散步的预期、功效，又不满足于漫
无目的、晃晃悠悠的平常步行，那距参透散步的学
问就不远了。

以色列宣布将把第二位宇航员送入太空
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11月16日发布

声明说，该国总统里夫林当天宣布，将于
2021年把该国第二位宇航员埃坦·斯蒂布
送入太空。

声明说，现年 62岁的以色列前空军飞
行员斯蒂布将于 2021年底被送入太空，并
前往国际空间站。在为期约 200小时的太

空飞行中，他将进行由以色列研究人员设计
的数十种科学和医学实验。

里夫林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是举国欢乐、倍感自豪的一天。”他还表
示，新冠疫情当前，以色列必须与各国的科
学家一起努力。

声明说，斯蒂布的太空飞行训练将于未

来几个月开始，该项目将由以色列政府与该
国非营利机构拉蒙基金会合作完成。

拉蒙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拉恩·利夫奈
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项目将促
进以色列在航天领域的创新，助力技术突
破，并为以色列的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创
造机会。 □尚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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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租住在一个铁路小区，附近就是铁轨
线。夜晚，站在阳台上，看到一束耀眼的光芒把
黑夜撕开一大片，由远而近，呼啸而来，呼啸而
去，是货车。刹那间，我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
一下置身于多年以前。

我还是少年时，一个家在县城的孩子来我们
村走亲戚，遇见我和发小二柱子，便在一起玩。他
说有火车在夜晚从县城外经过，每次经过，车灯能
照亮小半个城市，整个城市都会颤上几颤。这有
些夸张，但我和二柱子听了，为之神往。

远方总是能令人神往。在当时，县城就是
我们的远方。后来的日子，我和二柱子经过无
数次讨论，决定夜晚去看火车。我们刚刚看过
《铁道游击队》，影片里冒着黑烟行进的火车，还
有在火车上飞上飞下的游击队员，吸引着我们。

终于，我们打听明白去县城的道路，在一个
晚上，瞒着父母，匆匆动身了，但并不知道到底
有多远。现在来看，单程有十一二里路。

打着手电筒，一路小跑。先过一条小河，河
上没有桥，横着几块石头。踩着石头过，二柱子

一不小心，一只脚滑到水里。
正是初冬，水刺骨冰凉，到了
对岸，二柱子甩出鞋里的水，
一仰头，说：“没事，继续跑。”

到了，看到铁轨了。我
们迫不及待将耳朵贴在铁轨
上，因为听说火车到来时能感
觉到。不知过了多久，铁轨开

始微微震颤。震颤越来越强，我们赶紧远离轨
道，站在远处。

一束光刺破黑暗，由小渐大，隆隆声也由弱
渐大，终于，看到一个喷吐着黑烟的庞然大物出
现在眼前，我们瞪大眼，捂紧耳朵，真的感受到
了脚下大地的震颤。我们认为，这不是震颤，而
是大地的欢呼。

火车呼啸而去，我们兴高采烈返回，一路讨
论着，并不累，快到村子时，看到无数火把在黑
暗中移动，有人在呼唤我们，是我们的父母，和

半个村子的人一起找我们。
那种看到火车的欣喜，是无法形容的。火

车从远方而来，又驶向远方，它是远方的一个标
志。而我们已经成功抵达我们的“远方”，当然，
还会有更多的“远方”在等待着我们。从那一夜
开始，我们已经启程。

二柱子最终没能考上大学，后来他的儿子
考上一所铁道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替他实现了当年的梦。

近年来，我因为出差，坐火车去过无数个
城市。有时会对这种漂泊厌倦，就像马拉松选
手突然想停下来——目标太过遥远，失去了动
力。这时候，一道耀眼的光芒会从记忆深处呼
啸而来，那个少年的“我”随之出现，附在我耳
边大声说：“跑吧，希望
就在前方，只有继续跑，
才有抵达的可能。”

是的，跑吧。

陕西有种面叫“biangbiang 面”，完全是陕
西人的独创，试过一切输入法，均打不出这
两个汉字，该字形太复杂。真不知道西安卖
面铺子是如何打印出这两个字当招牌的。

这面，碗大。初至西安网红小吃街——回
民街，万万不可一来就吃一碗，否则，面对更多
美食，只能抚肚叹恨干瞪眼。

这面的制作不算复杂，面粉加温水和匀，
揉捏成团，面团抹油后醒半小时。顾客点餐后，
店家从面团里切出几小条，拉成长条，状如皮
带。最初，陕人名其为“裤带面”。此名似不
雅，如今统一都叫“biangbiang 面”。

这面条与老成都的“铺盖面”近似——宽
而长，“浇头”才是其区别与他面之灵魂。木耳
分小片，胡萝卜、土豆切丁，豆角切碎末，西红
柿炒鸡蛋，高汤炖煮的瘦猪肉手撕成条。煮
熟的面条，盖上所有配料，配料上有干辣子，
滚油一浇，香气四溢。

这面是菜，菜也是面。陕人中晚两餐均食
面，根本不用担心营养不够。

正宗的 biangbiang 面，食客面前必置生蒜
一盘。食客据口味轻重自己取而剥食。面对
瞠目结舌的外地食客，老板还善意提醒“如果
是搞销售的，就不要吃大蒜了哈！”

面对一碗biangbiang 面，外地食客多惊问：
“这碗面有几两？”此时，店主必回答，面只有这
一种碗。食客问，为啥不整个大、中、小碗的区
别呢？店主眉毛一挑：“那多麻烦呀！”你看，吃
面也可以看出陕人的干脆和豪迈！

散步 □王家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1
月 16 日发布报告指出，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
大大推动区域内各成员间以及
其他地区经济体对该地区的外
国直接投资（FDI）增长。

贸发会议当天针对日前签
署的 RCEP 发布投资趋势监测
报告特刊，强调该协定对于该区
域内外的 FDI 流动和全球价值
链发展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报告指出，RCEP关于投资

的条款将长期提升该地区投资
机遇。同时，协定中涉及商品与
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电子商务
的条款将促进贸易便利化、缩减
企业交易成本，有助于短期内增
加该地区FDI流量。

报告还说，RCEP可进一步
推动该区域内部各成员间的
FDI 流动。目前，RCEP 成员国
所吸引的 FDI中，只有 30%来自
区域内部，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贸发会议数据显示，RCEP

所涵盖地区是吸引全球 FDI 的
主要地区。2019年，RCEP成员
国吸引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
FDI。过去 10年，全球 FDI流量
停滞不前，但得益于中国和东盟
国家对外资的强劲吸引力，流入
该区域的 FDI 几乎保持逐年增
长态势。

第四次 RCEP 领导人会议
15 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会后 15
个成员国正式签署该协定。

□凌馨

联合国贸发会议：RCEP将推动区域外资增长

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 7号隧
道 11月 15日顺利贯通。这是中
国中铁印尼雅万高铁项目首座
全线贯通的千米以上隧道，是雅
万高铁建设取得的又一重要阶
段性进展。

雅万高铁7号隧道全长1285
米，洞身地质为黏土、泥岩和安山
岩。自开工建设以来，中铁工程
技术人员根据不同地段的特点，

采用多种工法保证施工进度和施
工安全，克服诸多困难，严格按照
设计和规范施工。施工过程中，
中铁项目部培养了 260 名印尼
本地技术工人，为隧道贯通起
到了重要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
中方人员和物资赴印尼受限的
情况下，中铁项目部在做好疫情
防控和后勤保障工作的基础上，

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发扬顽强拼
搏、攻坚克难的精神，为 7 号隧
道的顺利贯通打下坚实基础。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
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线路全
长 142.3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
里。建成通车后，雅加达到万隆
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 3
个多小时缩短至 40分钟。

□余谦梁

印尼雅万高铁首座千米以上隧道贯通

biang（音二声）

新加坡为中小企业转型推出培训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