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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新华社任职编辑、记者的时
候，没太关注过陕工报。

后因家事，我从新闻单位“转战”到了
西安交通行业，才有幸和陕工报结下了一
段持续、长久的“情缘”。

说到我和陕工报的缘分，这里面还有
一段小小的插曲。

记得那是 2010年的一天下午，我到车
队办公室找人，发现桌子上有一份《陕西
工人报》，瞬间就被这张大气且版
面形式多样化的报纸深深吸引。
等我仔细阅览完所有内容后，心
里对这份风格大气的刊物充满了
恋恋不舍。

原本已经转行，不再从事文
字“角色”的我，那一刻，突然之
间有了想重新拾笔写稿的念
头。于是，我又拿起报纸翻看、
浏览着其中的版面，并特意将陕
工报的详细地址记录下来。

休班时，我根据版面要求试
着拟了个选题，然后根据选题需
要，采写了一篇关注类的稿件
《“4050”人员的求职之痛》，并将
打印好的稿子送到报社。当我忐忑不安
地敲开报社办公室门时，有位老师走上前
来，热情地接待了我。

当他看了我的稿子后，立刻将我领
到了一位女编辑面前，笑眯眯地对我
说：“以后如果要发稿子了，就直接找
她，这是我们报社的‘大才女’。”

起初，我以为离开了媒体平台，单
凭着作者和通讯员身份，很难在省级

刊物上露脸的。没想到，那篇稿子经
过编辑的“妙手”，润色、加工后，很快
就见报了。

虽然不像刚刚接触媒体、第一次发
稿的其他作者那样心情特别激动，但也
足以有了再接再厉、继续“战斗”下去的
信心和勇气！

之后的日子，我以通讯员身份，又
陆续在陕工报刊登了《上海大火后——给

人的警示》《冬日工地里的农
民工》《不能承受的痛——城
市里的保洁人员生存现状调
查》等多篇稿件……为此，我
还荣幸被《陕西工人报》评为
优秀通讯员。

正是由于在陕工报刊发
的一些稿件的“荣光”及编辑
老师们的提携，我才幸运被借
调到党委宣传部进行内、外宣
的报道。虽说后来由于健康
等原因，没有专门从事宣传报
道工作，但也并没有完全脱离
新闻本身……

我把自己对这份报纸执著
的感情与衷爱，一直默默珍藏在心底！

我想，只要健康状况允许的话，我
会始终和这份心目中我认为最重要的
刊物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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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的变迁住房的变迁 □张广才

自从手机有了拍照功能，我就习惯了随手拍
一些生活画面。每次回到爸妈身边，我也总是为
他们拍照。老妈很喜欢拉着老爸拍照，她还教老
爸摆姿势、做表情，他们默契配合，留下了不少“经
典”画面。

有天我翻看拍过的照片，突然发现，其实老妈
和老爸两个人的合影并不多，他们最喜欢是大家
庭一起合照。有时我带爸妈去旅游，特意给他们
选最美的背景，他们却并不在意，而是要等儿孙们
都跟上来拍合影。每次大家庭聚会，老妈总是兴
致最高的一个，她让老爸换上最好的衣服，自己也
打扮一番，一个劲儿让我拍拍拍。那些照片，几乎
每张都是全家福。

看来，爸妈眼中最美的风景，不是风景名胜，
也不是春花秋月，而是一家团圆的场景。歌词里
唱得好：“老人不图儿女为家作多大贡献，一辈子
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真的是这样呢，家人团
圆，儿孙绕膝，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那次，吃过午饭后，老妈和老爸坐在老屋的檐
下，笑眯眯地看着几个孩子在院子里跑着、闹着，
一脸安详和幸福。我的外甥女忽然说：“姥姥，我
找到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什么宝贝？”说着，她拿着
盒子去找姥姥，几个孩子都跟了过去。孩子们围
着老妈老爸，问这问那，叽叽喳喳，跟一群小鸟似
的。我在一旁看到这样的一幕，忽然心动，赶紧拿
手机拍了下来。

那张照片拍得特别好，老妈笑成了一朵花，
表情特别生动；老爸端坐在老妈身边，正满脸爱
意地看着孩子们；孩子们则亲昵地依偎着姥姥姥
爷，都很开心的样子。家人都夸我抓拍及时，那
张照片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老妈说：“这照片能
洗出来吗？咱们把这张照片放大了，挂在屋子
里，这样天天都能看到了。”那张照片挂在屋子的
墙壁上，成了爸妈眼中最美的风景。

我问妹妹：“你觉得爸妈最大的幸福是什
么？”妹妹脱口而出：“一家团圆是他们最大的幸
福！”果然是心有灵犀。我和妹妹约定，一定要多
创造一家团聚的机会，让爸妈享受天伦之乐，也
多让他们看到最美的风景。

后来，我们习惯了把拍好的聚会照片发朋友
圈，爸妈就更有兴致了。在他们看来，一家人最
美的风景就应该展示出来，好好亮个相。老妈还
会问：“你小姨点赞了吗？你表妹呢？你表妹看
到后肯定会跟你大姨说，咱家又聚会呢！上次你
大姨还说呢，那些照片拍得真好！”老妈得意的表
情，像孩子一样。老爸在一旁半嗔半笑地说：“你
呀，老成这模样了，还这么爱拍照。”老妈说：“跟孩
子们一起拍照，我这心里美着呢！”

家人团聚，其乐融融，是爸妈眼中最美的风
景。最美的风景百看
不厌，最美的团聚永
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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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有所居、安居乐业，住得怎么
样，一直是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标
志，也是老百姓心里的大事情。相
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有一段关
于住房的不同体验。

打小生活在农村，土坯墙围成
的四合院里，一幢坐北朝南、青瓦覆
顶的土坯房就是我们的家。屋里盘
着土炕，墙上糊着旧报纸，贴着喜气
洋洋的年画儿，小格子窗棂上红红
绿绿的窗花在大白纸的衬托下显出
朴素的美感。土坯房挡不住老鼠的
尖牙利爪，加之存放有粮食，鼠患一
直为害甚烈，每至夜深总有老鼠作
作索索，让人无法安睡。因此人鼠
大战从未停歇，老鼠药、捕鼠夹轮番上阵仍然收
效甚微，不得不请来天敌以图歼灭，提前将老鼠
活动区域可能妨碍捕鼠的障碍物一律清除，放
置好粮食作诱饵，抱来邻家大黄猫彻夜蹲守，期

待一场猫鼠游戏精彩上演。
其实住土坯房最怕的是秋风

萧瑟、秋雨绵绵的季节，淅淅沥
沥的雨有时能连下十几天，古文
里写的“天雨墙坏”，这时最容易
发生。斜风细雨打湿了土墙，越
湿越深，越泡越软，便轰隆隆一
声坍塌了。院墙塌了还不打紧，

怕就怕房墙有危险。一时间，塑料布、破扫帚、
木头杠悉数用上来挡雨。屋顶青瓦年久疏松、
排水不及，屋内便有渗漏，洗脸盆、吃饭碗、喝
水杯赶紧拿来接。在这样的阴雨天，如厕更是

狼狈不堪。
时光年复一年，住土坯房的岁月已经凝固在

了记忆里。后来进城工作，由于立足未稳，无法一
步到位买房安家，便先租房过渡。在单位周边四
处找寻，终于找到自己能接受的一套八十多平米、
没有暖气的多层老房子，虽然旧些小些，但功能齐
全，心想总算在城里有了一个临时的窝。没想到
房主人极其难打交道，价钱丝毫不让，还要一次
付清两年租金，并反复强调屋里的东西这个不能
动那个不能碰，如果弄坏了要照价赔偿云云。

又过了几年，单位建起了经适房，有幸买得
一套三室两厅高层住宅，这是真正意义上属于

自己的房子，水电气暖齐全，通风采光俱佳，小
区鸟语花香，灯明路畅景美，设施一应俱全。站
在阳台眺望，楼前车水马龙，不远处灯火阑珊，
清清的河水从脚下缓缓流淌，遇上晴好天气，极
目远望可见秦岭起伏的山峦轮廓。真没想到身
居闹市竟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并没有脱离大
自然亲切的怀抱。

房子是家的象征，有了房子才觉得是城市
的主人。这回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喜好，把房
子精心打扮装饰一番，弄成自己中意的风格，配
上赏心悦目的家具。最愉悦的是有了怡心雅
致、可以安静读书写作的一间书房，有了与自我
心灵独立对话的空间。此时，房子已不再仅仅
是生活的起居之所，更是在嘈杂与喧闹过后静
养安放心灵的精神港湾。

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打拼的路上，早
早圆了自己的安居梦，早
早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
宁静温馨的家园。

拜登“组阁”：美国“回来”了？

最美风景
□王纯

在我的工作桌
抽屉里，珍藏着一
把游标卡尺，它陪伴
我 度 过 了 29 个 年
头。每当我看见它，
耳边就萦绕着师傅
曾说过的话，脑海
里回忆起铭记在心
的一段往事。

那是 1991年，我
毕业分配到陕西七
建机具站工作，在机
修车间跟着技术员
李师傅实习，他给我
一把游标卡尺，让我
用它去测绘一个设
备 的 轴 承 内 孔 尺
寸。当我把测绘的
图纸交给李师傅看
时，他的脸从严肃变得和蔼，用半开玩笑
的语气说：“用你测绘的图纸加工成内
孔，估计安装轴承时毫不费力就扔进去
了，这种精度配合能用吗？”李师傅轻轻
指出了我图纸的错误，我的脸一下子就
红了，自尊心仿佛受到了打击，我知道轴
承的安装是过盈配合，尺寸精度要精确
到微米，而我竟然在测量时不用心，标注
尺寸公差时随意降低精度等级。李师傅
引用《礼记·经解》里“君子慎使。差若毫
厘，谬以千里”教导我。在李师傅的耐心指
导下，我重新测量了配件尺寸，认真查阅机
械手册标准，标注规范准确的尺寸公差。

在以后和李师傅一起工作的日子
里，他总是不厌其烦为我讲解机械专业
方面的知识和质量安全案例，教育和督
促我对待技术工作始终要实事求是、精
益求精，否则就会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
的损失。

经过多年的实践磨练，我从车间技术
员、车间主任逐步走上了管理岗位，成为
企业的技术骨干，多次参与和主持大型起
重机械的维修、钢结构制作和吊装工程。
在每一次的图纸测绘、质量检测中，我都
牢记师傅教导，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认真
核对，把不安全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师傅已经退休，可
这件事并未从我记忆的长河里流失，而是
越来越清晰。睹物思人，这把小小的卡尺
时刻提醒我勿忘师傅的谆谆教诲，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必须要有一个求真务实、严谨
科学的工作态度，才能创造合格精品，否
则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拜登内阁名单陆续出炉
多元化色彩引人关注

当地时间 11月 24日，美国当选总
统拜登、当选副总统哈里斯，与下届政
府多名关键内阁人选同台亮相。

首度登台的几位提名者的背景可
谓“多元化色彩”十足。

被提名国土安全部部长的马约卡
斯，出生于古巴，童年时随父母以难民
身份来到美国，一直主张温和的移民政
策，起草并推动了“暂缓遣返童年入境
者计划”，也就是DACA计划，让近一
百万在童年时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获
得合法身份。如若获得参议院的确认，
马约卡斯将成美国历史上首位拉美裔
国土安全部部长。

2013年，马约卡斯担任美国公民
和移民局局长期间，曾遭到匿名举报，
称其在投资移民类签证项目中偏袒高
级别民主党政客的关系户，由此遭到国
土安全部内部调查。虽然调查并未发
现对他不利的证据，但多名共和党参议
员已对其提名表示公开反对。

而拜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另一个
关键提名，则遭到了美国人权组织的不
满。那就是将统领美国国家安全局、中
央情报局等 17个谍报组织的美国国家
情报总监海恩斯。

《纽约时报》将拜登启用海恩斯的
决定称之为“十分大胆”。历史上，美国
情报圈还没有出过女性掌门人，而且海
恩斯的一些过往也颇具争议。

曾在奥巴马任内主导打造了美军的
无人机项目，在中东战区造成平民伤
亡。此外，海恩斯还曾对CIA臭名昭著
的酷刑项目表示过支持。而对于拜登的
外交政策团队的提名名单，英国《卫报》
直言称，“国际主义”和“全球合作机制”

又回来了。但
在“今日俄罗
斯”看来，这也
意味着“干预
主义”的回归。

时 任 国
家安全顾问的
安东尼·布林
肯，如今被拜
登提名担任下
届政府国务卿。

在2011年
的利比亚战争中，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
布林肯不顾旨在“停止暴力、满足民众
诉求”的联合国1973号决议，支持北约
对班加西进行轰炸。此后，布林肯又力
主美国全面军事干预叙利亚冲突。

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拜登的
内阁人选可以用“专业”与“经验”两
个词来概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还
注意到，拜登在 11 月 24 日提名的全
部内阁官员，都有过在奥巴马政府内
任职的经历。

作为一名有着 40 年政坛经验的
老政客，长期以来，拜登被贴上了“中
立”“保守”“过于温和”等标签。在《华
盛顿邮报》看来，拜登胜选后的多个内
阁提名让民主党激进派倍感失望，然
而，为了获得国会内相当数量的温和
派议员的支持，拜登必须作出抉择。

拜登公布施政百天计划表
将推翻特朗普众多行政令

在特朗普 2017年入主白宫后，签
署的第一项行政命令便是针对穆斯
林国家的旅行禁令，而 4年后，拜登誓
言在执政百天内将一项宽松的移民
改革议案递交国会。

分析认为，执政后，拜登还将展开
一系列“重返”行动。重返世卫组织，
巴黎气候协定，以及伊核协议都将是
拜登内阁的重要工作计划。

另一项不容有失的则是抗击新冠
疫情以及推动新一轮的经济纾困计
划。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在 11月
26日的感恩节假日周中，美国的新冠
肺炎日新增病例一直维持中 15万例的
高位，其中两天接近 20万。

相比前两周，新增病例数激增了
约 80%。截至 27日，全美新冠肺炎的
病亡人数达到 26万 4千人。气候更为

寒冷的中北部地区成为了疫情的集中
地。在纽约州等疫情反扑最为严重的
24个州，当地州政府不得不重新颁布
了限制商业活动的管控令。

而在国会内，两党就最新的一轮
的经济纾困计划僵持数月难以取得
共识。此前一周时间，全美申请失业
救济的人数增加了 77万人，超过经济
学家的预期。

11月23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拜登将提名 74岁的前美联储主席耶伦
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在获得参院
确认后，耶伦将成为美国首位女财长。

2008年次贷危机后，耶伦曾出任
美联储主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等一
些列经济刺激政策，保障了金融体系
的流动性，获得“鸽派女王”的称号。
11月 23日，在耶伦可能出任美国财长
的消息传出后，华尔街三大股指应声
走高。

早前，耶伦便提出，经济纾困计划
的难产将严重威胁美国经济的复苏。

国会选举尚存悬念
拜登可能成为“跛鸭”总统

目前，和总统大选同时进行的国
会选举，也已基本落幕。虽然民主党
人以微弱优势拿下了众议院，但参议
院很有可能继续由共和党人掌控。拜
登有可能成为近 30多年来，首个未能
拿下国会两院的新总统，执政难度因
此加大。

而拜登最终是否会如一些西方媒
体所言，一上任就是只“跛鸭”总统，关
键取决于明年 1月 5日佐治亚州的参
议员特别选举。

目前，特朗普的两名铁杆儿支持
者，共和党人珀杜和洛夫勒正与民主
党人奥索夫和沃诺克就佐治亚州参议
员席位展开激烈争夺战。

目前，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总共 100
个席位中，共和党人已获得 50 席，民
主党获得 48席。共和党只需在佐治亚
州的参议员竞选中赢得一个席位，便
可继续掌控参议院。

而对民主党而言，目前形势较为
严峻。20年来，保守的佐治亚州从未
选出过民主党参议员，而且民主党得
同时在该州拿下两个议席，才能与共
和党人在参议院的席位上打成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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