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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春雷

拐弯的阳光
□李瑞华

爱的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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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
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
也许就是你前世的认识人，
写作的遇见也是如此。

二十多年前，我的写
作老师来工地采访，我不
敢正面请教，可一整天目
光几乎没有离开过他。他
不顾危险进入隧道，向最
危险的掌子面走去，在隧
道里采访了一个上午。更
没想到，晚上他给我同寝
室的同事在屋外声情并茂
地讲有关写作的故事，我
在里屋偷听了两个多小
时，最终我忍不住内心的
狂热冲到外屋，羞怯地说：

“我喜欢写作，也想好好学
习。”也就是那一次，让我
这个从小就在文字里长大
的青涩少女对写作情窦初
开。每个写作爱好者与写
作的遇见若能像遇见爱人
一样相见恨晚，也许就注
定了你一生的选择。

也许是初高中语文老
师的启发，也许是报纸上的一篇美文，也或
是与编辑老师的一次邂逅，点燃了心中写
作的激情，于是心潮澎湃地沉浸在大量阅
读中，试着写一些拙文，投于各大报刊、网
站，然后期待“她”变成一个个铅字见于报
端，如此不厌其烦、深陷其中而乐此不疲。
每个写作爱好者对写作的挚爱，就像对待
自己的爱人一样炽热，在写作的天地里别
有一番风景。

我无意中看到王东记者，1985年荣获
全国新闻摄影最佳奖和全国好新闻特等奖
的《小平您好》照片的拍摄过程，猛然理解
了“写作有时无定式”的深意。《小平您好》
的横幅只展示了几秒钟，预演里根本没有
这个，这个镜头王东记者也只拍到了两张，
这张定格历史瞬间的照片，就是这样让王
东记者在过硬的专业技术下灵敏地捕捉
到。写作也一样，不是永远按照格式套路
来框定的，有时写作是打破常规的不寻
常，是在特定情景下不一样的体现，并恰
到好处。若每个写作爱好者都能像和自
己的爱人相处一样，在写作的世界里不再
过多拘泥于形式，尽情挥洒升华。

心情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
全不同的我。在余生的时光里，我与写作
携手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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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实施提高浓缩铀丰度至20%的相关措施

美媒曝特朗普施压
佐治亚州官员“找选票”

美国多家媒体1月3日爆料，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施压佐治亚州政府官
员，要求“找到”足以使他在佐治亚州“翻
盘”的总统选举选票。

《华盛顿邮报》、美联社、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等媒体当天曝光特朗普 2日与
佐治亚州共和党籍州务卿布拉德·拉芬
斯珀格电话通话内容，以及通话录音。

通话持续大约一小时。特朗普告
诉拉芬斯珀格：“我想要的就是这个，
找到 11780 张选票……因为我们拿下
了这个州。”

“就说你们已经重新计票了，这没
有什么不妥……”特朗普说，“你应该想
要一场（结果）准确的选举。你是共和
党人。”

拉芬斯珀格回答：“我们相信，我们
确实有了一场（结果）准确的选举。”

特朗普一直拒绝承认败选，其团队
在多个州就部分选票合法性、计票透明
度等提起几十项诉讼，但几乎全部被驳
回或未被受理。州法官们普遍认为大
规模选举舞弊的指控站不住脚。佐治
亚州先后计票 3 次，最终确认前副总
统、民主党人约瑟夫·拜登比特朗普多
赢得 11779张选票。

拉芬斯珀格告诉特朗普，“你的数
据不对”，“我们不认为你赢得了选举”。

参加通话的有白宫办公厅主任马

克·梅多斯及特朗普的多名律师。
按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威胁”拉

芬斯珀格，称如果不能“找到”富尔顿县
特朗普认定被“非法毁掉”的选票，后者
将承担法律责任，“那是犯罪行为，你不
能让它发生”。

特朗普 3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
帖，证实曾与拉芬斯珀格通话，称对方

“不愿意或答不出”问题。拉芬斯珀格在
社交媒体回应：“尊敬的特朗普总统，你
所说的不是事实。真相将揭晓。”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于去年11月3
日举行。拜登和特朗普分别赢得8100多
万和7400多万张普选票。12月14日，美
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分
别举行选举人会议，投票选举下任总
统。计票结果显示，拜登赢得306张选举
人票，特朗普获得232张选举人票。拜登
当选总统。

但是，特朗普宣称选举存在大规模
舞弊行为，迄今未承认败选。

美国新一届国会定于 6 日召开参
众两院联席会议清点选举人票，并宣
布总统选举获胜者。这原本是一项例
行程序，但是十多名共和党籍联邦参
议员和大约 100 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
员不顾党内大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米奇·麦康奈尔呼吁，打算届时对选举
结果提出挑战。 □惠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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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口负增长“元年”提前到来

进了院子，大黄狗“汪汪”迎接我们。一个
孩子应声从堂屋里出来，拘谨地看了我一眼，红
着脸打招呼：“叔叔好！”很腼腆的样子。我笑着
回应他。他的眼睛特别亮，真的像黑葡萄，而眼
神也格外清澈，如秋天的河水。

他家是我的扶贫户。在路上时，村干部已
给我介绍了他家的情况，说他读小学五年级，父
亲前年因病去世，今年母亲又得了病。

屋子老旧，房门前一把椅子，上面竖着一大
块玻璃，缺了一个角，像是谁家梳妆台上的，坏
了后被丢弃，而他捡来放在这里。一大束光便
从这镜子上折射进屋里。我说：“这是你的创意
吗？真不错。”他点了点头，有些害羞。

屋门矮，我和村干部低头进去，进门时由
于我们遮挡住了阳光，屋里很暗，我的眼睛有
点不适应。等我和村干部移开身子后，发现那
一大束光抵达处，是一张床，孩子的母亲斜倚
在床背上，看见我们来，努力想坐直身子。我
忙说：“不用坐起来。”她还是缓缓坐直了，轻声
和我们打招呼。

床前的小电炉里，咕嘟着，热气缭绕在阳光
里。空气中弥漫着药味，孩子说，这是给母亲熬
的中药。床沿上，有一本书反扣着，《草房子》。
有些破，页边都反卷着。我拿起来，里面夹着个
书签，是一片杨树叶，金黄，水脉还没有流失掉，
看来是刚刚放进去的。

我问：“你喜欢看书？”他点点头，一只手垂
在裤腿上，另一只手搓着衣角，轻声说：“书是从
俺大爷开的废品收购站里捡来的。”大黄狗进屋
来，摇着尾巴，一个劲儿蹭他的腿。

我看到斑驳的墙上，贴满了奖状。孩子的
母亲这时说：“这孩子聪明，好学，每次都考班里
第一。”说这话时，她是骄傲的，声音也明显提高
了几度。

出了他家院子，我和村干部说：“他家房子
太旧了，得翻修一下。”

村干部说：“是啊，到了夏天下大雨，就怕塌
了，村里也有这个想法。”

“翻修的钱我来筹。”我说。
一定要让他家住上敞亮的房子，阳光不用

拐弯就能照进屋里。我这样想。
和村干部分开后，想起车里还有一本《平凡

的世界》，取出来，往他家走去。给他书时，他很
欣喜，连声说：“谢谢叔叔。”他站在屋内的阳光
里，迫不及待翻开书。阳光照在他脸上，阳光照
在书上，阳光一定也照进了他心里。

他他（（她她））们的们的20202020
这些照片是 2020年大历史中普通人的

瞬间或常态。瘟疫肆虐中、贫困生活里、战
争炮火下，透过冰冷的统计数字，都是有姓
名、有体温的人物…… □汤立斌

娘十八岁时嫁到村里，从来就没有挪过
窝。那时候，爹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娘在家
里种地、带孩子。娘和爹生了五个孩子，爹一个
月只有十几块钱工资，一家人主要靠娘喂猪、养
鸡、放牛来养活。娘的一个孩子外出打工不幸
出事身亡，白发人送黑发人，娘的眼泪都哭干
了。儿媳妇改了嫁，娘带着小孙子，每天天不亮
就下地干活，晚上全村的灯都熄了，娘还在给小
孙子缝补衣服。

娘的小孙子长大了，爹却患脑溢血躺在了
病床上，这一躺就是十三年。娘要伺候爹，还要
干活，娘把自己当男人使。后来的一个晚上，爹
走了。葬埋了爹后，孩子们都要接娘和他们一
起住，娘先去了大儿子家，后来又去了小儿子
家，大儿子在县城，小儿子在省城，小儿子住的
比大儿子好，大街、公园、商场、酒店，看得娘眼
花缭乱。可是一到晚上，娘就想家，想屋前种的
菜，想田里种的庄嫁，想托邻居养着的牛和羊。

想得久了，娘的话渐渐少了，精神也不如以前
了，儿子纳闷，问娘哪里不舒服，娘只说了一句
话：“想回家。”

娘回家了，院门外的蔬菜就更翠绿了，田里
的庄稼就更茂盛了，小牛犊也欢实了，娘看着这
些笑啊，满脸的皱纹都开了花。

为了让娘过上舒坦日子，小儿子亲自设计
并叫省城的施工队给娘盖了新房子，这房子的
设计在十里八乡都是一流的。娘开始不同意，
房子盖起来后却没了意见。娘住进了新屋，把
老屋给了离家远的学生中午休息，人家每月给
10元租金，别人都说太少，娘说够了够了，不给

也可以，都是自家娃娃，只要他们学习好就行。
儿子放心不下，每到节假日就回家看娘，他

发现娘在新盖的房子前种了菜，院子里种上了
花花草草，小小院庭像个小花园。娘种的庄稼
在屋后的土坡下面，麦子已经抽穗，油菜籽泛
出了黄色，为了驱赶偷吃菜籽的小鸟，娘在地
里插上了绑有各色塑料袋的竹竿，五颜六色，
在四周绿色的映衬下非常惹眼。娘已经七十
多岁了，把这屋子、院子收拾得如此整齐，把田
里的庄嫁种得这么好。

儿子的心情很复杂，出门走到河滩上，见一
群牛正在吃草，他发现一头小牛双膝跪在老母

牛肚子下吃奶，头还一拱一拱的，儿子出神地望
着，眼眶里溢满了泪水。儿子想起了童年，想起
了母亲为儿女，为这个家付出的艰辛和不易。

不久，儿子单位的同事来家乡游玩，恰好是
母亲节的前一天，娘忙前忙后为这些城里人准
备最好吃的家乡饭菜，满满摆了一桌子，然后站
在大门外一直向大路尽头眺望。

娘看着城里人吃饭，笑得嘴都合不上，活
了一辈子还没有待过这么多的城里人吃饭，她
只听说，现在的城里人爱往乡下跑，爱吃农家
乐，娘觉得很自豪，乡里人终于活得叫城里人
羡慕了。

晚上，儿子说：“娘，明天是母亲节，我给您
鞠个躬。”娘说：“娘活这么大，还没有听说过
有这样的节，那是城里人过的，娘不过，娘就过
日子。”

儿子忍不住笑了，笑了
的儿子眼中又有了泪花。

时常在梦里梦到自己所爱的人，场景温馨
感人，醒来时还存留幸福的模样。你梦到的
他，一定也是想念你了，那种召唤，是思念之
切，是爱的一种感应。

有一次在机场，匆忙登机时，总觉得有人
在喊我名字，回头一看是一位老友。她说：“亲
爱的，我一直在你后面，从一楼跟到二楼。”看
着老友一脸热切真诚。回想起她以前对我的
种种帮助和关心，指导我写作，鼓励我上进，这
么美好的一位女子，我突然紧紧拥住了她：原
来爱是有感应的。一个人思念你，你一定会有
感应，也同样会作出回应。

每当我想念母亲时，几天后必能收到母亲
寄来我爱吃的东西。这种巧合感觉，是爱的一

种升华吧。
母亲的爱总是让我有感应。母亲为

了让我学做菜，“借调”走了我家保姆。
家里没人做饭，我常常去外面吃饭，每天
晚上母亲会问我吃了什么。两周后，我
实在吃不下外面的饭了，就求助于母亲，
母亲说你想吃啥就自己做，不会就学！
于是我买来菜谱，尝试自己做菜，觉得挺
有趣。不到一个月，我就“出师”了，也能
简单做出几个热菜，并视频向母亲显摆
我做的菜，母亲欣慰地向我眨眨眼，我亦
能感觉出母亲的良苦用心了。

自己做了母亲，也常有一些牵挂。
女儿在国外上学，因疫情原因，假期也不
能回来，这使我常常担心得夜不能寐，每
天在微信里跟她叮咛几遍，没必要时不
要外出，屋里一定勤通风，及时消毒等
等。如果哪一天女儿没有及时回复消
息，我就心绪不宁。这天，女儿发来视
频已是凌晨，看到安然无恙的女儿，我
有些生气，质问她：“怎么现在才给我视

频？”女儿半开玩笑说：“我就知道你担心我，这
不赶紧跟你联系，放心，我在这儿好好的，天天
上网课、写文章，就是没有疫情，我也没时间出
去，就偶尔出去一次，也是‘全副武装’好的，您
老人家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因为此事，女儿和
我达成了一个协议：为了不时时让我挂念，为
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她每两天向我作一个日常
总结，并视频给我看。如此，我才放了心。

倘若你爱一个人，对方应是有感觉和感
应的，要不然，她或他再见到你时，怎么会对你
如此热切呢？

韩国统计厅此前预测韩国人口会在 2021 年
开始减少，但目前人口负增长的“元年”比预测提
前了一年。

“死亡交叉”突如其来
韩国行政安全部 1月 3日发布的居民登记人

口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人口共计 5182.9023
万人，比 2019年减少 2万余人。但由于境内居住
的外国人数量增多，预计韩国总人口（本国人加外
国人）将在 2028年达到峰值。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新生儿数量的显著减少。
韩国去年只有 27.5815万新生儿，在 2017年新生儿
数量首次下降到 40万以下后，短短三年这一数字
就下降到了 30万以下。这是韩国第一次新生儿数
量低于死亡人数，出现所谓“死亡交叉”的现象。

“人口悬崖”也比预想中要提前到来。亚洲大
学名誉教授、人口学专家崔镇昊表示，“2019年统
计厅发布的未来人口统计也未能预测到新生儿数
量的下降速度会如此之快”，“人口悬崖到来的时
间提前，对劳动力人口和抚养比的预期也将变得
更加悲观”。

他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新生儿数
量可能还会比 2020年大幅减少”。

“人口悬崖”影响显著
“人口悬崖”将会对韩国社会造成何种影响呢？
首先，劳动力人口将随之减少，导致韩国经济

潜在增长率下降。其次，低生育和老龄化同时出
现，将导致社会总抚养比大幅上升。

2019年，《韩国经济面对的逆风》研究报告预

测，2020至 2023年韩国潜在生产能力将以每年 0.7
个百分点的速度下滑，到 2024年以后，下滑速度将
提高到每年 1个百分点。他们预测，“人口结构变
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从 2020年开始正
式显现出来”。

社会总抚养比指每 100名劳动力人口需要抚
养的青少年和老年人数量。2019年韩国统计厅预
测，2020年韩国总抚养比将达 39.8，2040年可能达
到 79.7，意味着 20年后韩国经济活动人口需要承
担的社会抚养压力，将比现在增加一倍。

老龄化正在从根本上动摇韩国的社会结构。
1995年韩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 31.2岁，2020年
上升到了 42.8岁。延长退休年龄和退休金财政也
将深受影响。 □黄晋一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1月4
日说，伊朗已开始在福尔多核设施实施
把浓缩铀丰度提高至20%的相关措施。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拉比埃说，此前伊朗方面已把上述行动
通报给国际原子能机构。

伊朗总统鲁哈尼日前发出指令，
要求政府执行伊朗议会 2020年 12月通
过的一项法案并就相关财政支出做出
安排。

2020 年 12 月初，伊朗宪法监护委
员会批准议会通过的一项法案，要求政
府在两个月内在未发现对伊制裁“松
动”的情况下，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在

伊核查并进一步突破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的限制。

2015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
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美
国政府 2018年 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
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
施。伊朗 2019年 5月以来逐步中止履
行协议部分条款，包括提高浓缩铀丰度
至 4.5%，这高于伊核协议规定的 3.67%，
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民用级
浓缩铀的丰度最高为 20%。 □夏晨

↑2020 年 5 月 24 日，新冠疫情在
纽约州肆虐，摄影师阿尔·贝洛的妹妹
打来电话，说她丈夫的亲人要到纽约

州的旺托探望他们，她想给每个人一
个拥抱。一张挂在晾衣绳上的一次性
塑料桌布权当是隔离屏障。

→2020 年 3 月 13 日，在美国
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数周后，
驻喀布尔摄影师吉姆·海莱布鲁
克和同事采访了该国东部拉格曼
省的叛乱分子。采访途中，他们
的车辆被塔利班精英部队“红色
部队”拦下。正当记者们准备上
路时，两个孩子途经此地，从武装
人员身边走过。

↑2020年7月，在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的韦斯利
小学，摄影师吉莉恩·劳布让人们清醒地看到，把孩子
送回学校会是何种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