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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牙膏真是婀娜多姿。
所谓的婀娜多姿，不是牙膏的品牌式
样色彩。牙膏再怎么说总是那么一
支一段，挤出来的牙膏大抵呈白色，
也有蓝色黄色的，一刷，全是泡沫，如
此而已。

然而，我们家牙膏之婀娜多姿在
于其身段也——当妻子挤罢牙膏，牙
膏便显出了腰身，哦哦，原来妻子图
方便省力，匆忙间总是在牙膏的腰际
挤上一挤，牙膏是挤出来了，它的腰
也凹陷了进去，立时呈现了曼妙的身
段。当我挤牙膏的时候如果循着妻
子的方式那么一挤，岂不令它的腰身
更凹陷？那不是美感，而是干瘪窘态
啦。于是我会在牙膏的“臀部”用力
挤上一挤，令牙膏的形态恢复原状。

这是我们夫妇日常生活中的一
个小镜头，几乎每天都如此。

曾经跟妻子说过，挤牙膏应当从尾部臀部挤
的，循序推进，挤到其颈部正好告罄。妻子应我言，
但转瞬间就会忘了，每次挤牙膏仍然从腰际施力，
让牙膏显出凹凸有致的身段。久之，我也不再跟她
唠叨，想想也挺好，牙膏显出“婀娜”的身段岂不美
哉？然则我总会欣赏之余就来个修复原样，其实也
不过举手之劳罢了。及至牙膏挤到颈部而告罄，我
还会用擀面杖擀上一擀，把牙膏壳擀个“刷平”，把壳
子里残余的牙膏从角角落落压挤个干净——这是我
母亲在世时的勤俭持家之道，我谓之“手擀牙膏”，
是一个品牌哩。还有岳父在世时经常会把用残的
肥皂头用力捏合在一道，变成一块再生的“五彩肥
皂”，也是一个有趣品牌。这两妙招、两品牌被我全
盘继承了下来，觉得老一辈细枝末节般的节俭很值
得提倡。

我们家的牙膏婀娜多姿，不光充满了生活小情
趣，也蕴含着大道理呢，那就是夫妻相处之道（不局
限于夫妻和家庭）要善于互补、善于妥协，唯互补和
妥协才能使人际关系和谐且恒久。

一日三餐，妥协折中在我们家也是经常的事，
我酷爱面食，妻子则不大喜欢面食，我就经常面品
米食兼备，各取所需，我有意向米食倾斜，好在粥饭
糕团亦我之所好，于是餐桌上多半米食当家，偶尔
我“面馋”了，就捞上一碗葱油拌面杀杀“馋虫”，妻
子见我吃得香，也会捞上一筷助个兴儿；至于烹调
过程的妥协折中更多啦，我嗜辣，妻子拒之，我就先
来个微辣，见她能承受，便小小加码，终于到了彼此
都能欣然接受的境地；她喜爱红烧，我中意白炖，便
经常来个红烧和白炖兼有，彼此都满意。所以，只
要互相照顾对方，所谓的“公要馄饨婆要面，小姑要
吃腌笃鲜”的难题在我们家是不成问题的。

这会儿，我们家婀娜的牙膏已显骨感，我又得用
擀面杖擀上一擀。

面 相面 相 □岳明阔

变异新冠病毒增加防疫挑战
自去年年底英国发现变异新冠病毒以

来，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报告了英国发现的
变异病毒感染病例，一些国家还发现了不同
版本的变异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
事处主任克卢格日前指出，进入 2021年，世
界拥有了疫苗等应对新冠疫情的新工具，但
同时也面临病毒变异等新挑战。

多国现变异病毒
去年 12月，英国先后报告发现名为VOC

202012/01的变异新冠病毒和另一种传播能
力更强、变异更大的变异病毒；南非报告发现
名为 501.V2的变异新冠病毒；非洲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报告，在尼日利亚发现一种新变异
新冠病毒，可能与先前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
异病毒没有关联，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

此后，更多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变异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
任克卢格7日说，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负
责的 53个国家中，已有 22个国家出现了变异
的新冠病毒毒株。

日本、俄罗斯、拉脱维亚等国也报告了变

异病毒感染病例。日本厚生劳动省 1月 10日
消息，日前从巴西入境的4名旅客被确诊感染
变异新冠病毒，然而他们感染的变异病毒与
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不完全相同；俄
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
波波娃 10日说，俄罗斯确诊首例被此前英国
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患者为一
名从英国返回的俄公民。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新冠疫情负责
人亨利·沃克指出，新冠病毒常发生变异，随
着时间推移，可能会有更多变异病毒。

传染性可能更强
世卫组织官员克卢格指出，变异病毒传

染性更强，引发病症的严重程度并无变化。
如果不加强控制以减缓其传播，将对当前已
承压的医疗系统产生更大影响。

美国媒体援引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
1月 3日发给各州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去年秋
冬季疫情“激增潮”期间的感染病例增速接近
春夏季“激增潮”期间的两倍。这种加速传播
现象表明，美国境内除了有英国报告的变异

新冠病毒传播，可能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变
异新冠病毒出现，其传播性可能比英国报
告的变异新冠病毒强 50%。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近日在俄罗斯和
拉脱维亚发现的变异病毒的传染性更强；
南非科研人员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变
异病毒与更严重的疾病或更糟糕的后果相
关，然而变异病毒的确显示出比此前病毒
更快的传播速度。

有关新冠病毒变异的报告早已出现过。
例如，研究人员去年 2月就鉴定出一种携带
D614G突变的毒株，这种变异病毒当时主要
在欧洲和美洲传播。有研究发现，携带D614G
突变的毒株适应性更强。去年年中之后，携带
D614G突变的毒株已成为各国的主流病毒。

根据世卫组织近期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
周报，初步流行病学研究、建模分析、临床发
现 等 表 明 ，英 国 发 现 的 变 异 病 毒 VOC
202012/01传染性更强，但没有引起疾病严重
程度的改变，重复感染发生情况与英国流行
的其他毒株相比也没有不同。

防控不可松懈
英国、南非、尼日利亚去年 12月陆续报

告发现变异新冠病毒后，全球多国迅速采取
应对措施，包括禁止来自英国和南非的航班
入境等。

世卫组织官员呼吁，各国应提高警惕，
调查和跟踪异常的快速传播事件、意外的疾
病表现或重症，加大对变异病毒的系统性测
序力度并利用测序数据来推动早期预防，以
及更多分享数据。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强调，
人们应持续监测病毒基因变化，同时也要着
力降低病毒传播速度。因为病毒传播越多，
发生变异的机会就越大。不能让病毒在人
群中失去控制地传播，这样才能降低基因突
变的发生率。

此外，专家还敦促各国政府和民众继续
执行现有公共卫生抗疫措施，包括戴口罩、
保持手部卫生、保持社交距离等。这些措施
已被证明能够有效遏制包括最新变异在内
的病毒传播。 □葛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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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将面临四大执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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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渴望有一张俊美的容颜，以增加自
信和人缘。可相貌来自天生，很难改变。对于
容貌的美丑，有人欢喜有人忧。其实，正所谓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特定场合，“丑”有
“丑”的长处，“美”有“美”的短处。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一个村子的堂叔和婶
子结婚后，就双双到北京某街巷摆摊卖菜。刚
开始两人缺少经验，但婶子长相甜美，人又活
泼，看见老人走过来，远远就“大爷、大妈”叫着
打招呼，称完菜找零时对于一两毛钱的尾数舍
去不收，或者送一点菜凑个整数，顾客们都高
兴。时间一久，许多买菜的人喜欢她，认准了
她，生意也越来越好。但婶子难免有事情耽
搁，就由堂叔摆摊卖菜。老人们走过来，一个
个盯着堂叔看，眼神流露出诧异和警觉，然后

又一个个走过去。不要说买菜，连问都没人
问。一开始堂叔也不明白，为何同一个摊位，
婶子卖菜就快，自己坐在那里就卖不动了。后
来恍然大悟：因为婶子是女性，待人诚恳活泼，
顾客大都信任她、喜欢她，而堂叔是一位身高
一米七几的彪形大汉，面相威严，尤其是那凶
狠的眼神，和人目光一碰，许多人就怯怯地走
开了，避之不及。夫妻俩明白了这一点，又好
笑又无奈。于是两人分工：由堂叔从大型批发

市场进菜运送，婶子则每天坐在摊位旁卖菜。
这样就保持了良好的生意形势。

其实我的堂叔，只是面相凶一些，实际为
人仗义。

我一个堂弟的老丈人在山里养了两百多
只鸡，冬天就让他的女儿、我的堂弟媳在县城
里出售。结果两天过去了，装了一三轮车的鸡
一只都没有卖出去。许多人把我堂弟媳看一
眼说：“看你穿的衣服像水冲过的一样，你哪是

个养鸡的”！原来，人们看她面相精明，穿的衣
服颇上档次，就把她当成了鸡贩子。堂弟媳有
口难辩，导致两百多只鸡迟迟才卖完。相反，
我的叔叔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这两年每年
养上百只鸡，一到腊月，每天用三轮车拉一车，
进城早早就能卖掉。顾客见他面相敦厚、衣着
普通，就笑着说：“你一看就是个养鸡的！”

所以说，面相的美丑各有利弊。有人
因“丑”得福，有人因“美”受困。况且每个
人的容貌缘于天生，想有大的改变很难，唯
有顺其自然、正确看待才是。而唯一能改
变面相的就是多读书，随着学识修养的提
高，面相自然会流露
出和善、沉稳、大度
的气质来。

去年开春以后，在父母和兄嫂的精心操持
下，三十多年的老屋终于寿终正寝，完成了它的
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拔地而起的两层
新居。早在多年前，家里就做着建新房的打算，
特别是兄嫂，从积极筹备到购买各种建材，直到
新居完工建成，期间所付出了巨大的辛苦，也实
现了父母的一个心愿。

老屋已经拆掉，可记忆与留恋愈加清晰、
深沉。残存的碎砖和乱瓦散落于面前，我不
知为何有些莫名的落寞。老屋，是普通关中
民宅的典型代表，风水坐北朝南，位居整个
村庄的东北角，与村庄连成一片，也被老乡
们称为“东城门”巷。据祖父讲在他小时候，
乡亲们为了防止土匪和盗贼的侵入，村里筑有
宽厚的城墙，村里留有东城门和正南门，两门都

有砖木结构的门楼。现在，门楼早已在历史的
风吹雨打中消声匿迹，只剩下一些残存的城墙
根基和那棵朱元障时期的皂角树，昭示着老家
悠久的历史。

在老家，建造房子时怕雨天打搅，一般都会
选择开春以后，雨水相对少些。现在也是按这
样的节气安排建房的。而那时，父母决定了动
工的日期后，便起早贪黑，与盖房的工匠和乡亲
们就开始忙碌起来。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母亲来
说，除了操持一些盖房的琐事外，主要负责大家
的伙食。她往往半夜起来就要和面、发面、擀
面、切菜、蒸馒头、烧稀饭等，尽管一整天下来非
常疲惫，但她却不知劳累，只知道一鼓作气憋足
劲儿将老屋建成，让全家尽快脱离祖父的危房，
住上比较宽敞的好房子。

而对于老屋来说，留下了我太多的记忆：
有跳跃的麻雀在院中唧唧喳喳，有打闹的老鼠
在墙头旁若无人，有雨燕在房檐下衔着泥巴筑
巢，有老木门的咿呀声划破春天的晨曦，有母
亲刚刚出锅的韭菜盒子，也有至今让人直流口
水的豆腐菠菜包子。

现在，由于我常年在外奔波，老屋少有长
住，这朴实无华、历尽沧桑的老屋，融入我太多
的情结，也像离别了我们二十多年的勤劳宽厚
的祖父一样，永远让我怀念。曾经的老屋，终
将离我远去，注定伴我一生幽梦，也带走我所
有繁华与零落的记忆，与消逝的老屋作别，岂
能没有一丝伤感之意！

今夜，寂静无声，花落无痕，暗香飘散，任思
绪在键盘上流淌，任往事在心中飞翔。我手捧
着为老屋近年所拍的照片，将封存已久的记忆
开启，将老屋所有的影像收藏，也将祖上的故事
与文化植入我们的根基传承给后代。

我想听老屋独语，我想插上夜的翅膀，再回
到祖辈曾经徙居的地方。老屋，是我生根发芽
的地方；老屋，也是承载我最初梦想的地方。老
屋，不但是我灵魂回归的精神寄托，更是我起步
人生和遮风避雨的家园。

小时候，父亲曾不止一次对我说：
“如果你迷了路，一定要记得告诉别人
你家在哪里，你爸妈叫啥，这样好心人
才能把你送回家。”我听了总是使劲点
着头说：“爸，我记下了。”

记得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
老师问我家住哪里。我站起来，立刻大
声回答：“安徽省……”没等我把话讲
完，同学们就哄堂大笑起来。

有同学大笑说：“你直接说你家在
黄大郢村不就完了吗？还安徽省，你咋
不说中国呢？”老师制止了同学们的起
哄，严肃地说：“黄廷付同学说得没错。
同学们要记着，如果有一天你们进了
城，就不能只说你们家在哪个村子了，
因为没几个人会知道你们村子在哪
里。到那时候你们就应该像黄廷付那
样说。再比如有一天，当你们走出国门
的时候，前面还要再加中国两个字。同
学们记住没？”

“记住啦！”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后来，我进城读初中的时候，同学

们也常问我是哪里人。这时候我就没
有再说我的村子，而是直接说我是高皇
乡人。有同学兴高采烈地说：“我知道
那个地方，那里有庙会的时候我去过，
可热闹了呢。”就这样短短几句，瞬间就
将陌生的我们拉近了。接着我们又一
起回忆那些热闹的场景，其他同学也都
听得津津有味，还说以后有时间，也要
和我们一起去高皇逛逛庙会呢。

去省城读书的时候，同学们不再开
口就问你是哪里人，而是先根据对方的
口音猜测彼此是哪里人。但我说的是
普通话，他们听不出来，忍不住疑惑地
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亳州人，他们
不信，“亳州人说话经常是卷舌音，你没
有啊？”见大家仍然追根问底的，我笑
笑：“我们家是利辛的，利辛原本属于阜
阳，后来归划给了亳州。”同学们这才恍
然大悟：“怪不得。”

那年我第一次到温州时，和一群贵
州人在一起工作。他们就从不喊我的
名字，有事找我时，总会用贵州人特有
的调调喊：“安徽，你把这份材料送到经
理室。”

“安徽，晚上有空不？一起去消费。”
“安徽，要不要我们给你介绍个女

朋友？”
没错，他们口中的“安徽”就是我，在

他们心里，我的名字就是安徽。我喜欢
这个称呼，觉得它很特别。在那段特别
的时光里，我仿佛把自己当作了安徽的
代言人，以至于我在做任何事时，都严格
要求自己，要对得起这个称呼。

我想，也许有一天，我真会像小学语
文老师所说的那样，走出国门。到那时
候，我一定会非常肯定地告诉他们：我
是中国人，我的家在中国。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 1月 20日正
式宣誓就职后，将面临的是前任遗
留的诸多棘手问题，可谓挑战颇多。

挑战一，如何控制住新冠疫
情。新冠疫情在美国几近失控，每
天的新增病例数触目惊心，美国也
成了疫情的重灾区。如何控制住新
冠疫情，这对拜登政府来说，挑战是
巨大的。虽然美国已经启动新冠疫
苗的接种，但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
的效果。拜登政府想要真正遏制疫
情蔓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挑战二，如何恢复经济增长。
由于新冠疫情在美反复，美国经济
呈断崖式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对美国 2020 年的经济增长做出
了负 4.3％的预测，这是美国经济自
大萧条以来遭受的最沉重打击。
恢复经济和防控疫情实质上是相
辅相成的关系。美国在新冠疫情
暴发初期显得“漫不经心”，之后又
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掌控的时候
急于重启经济，结果导致疫情在美
各地再次大暴发。美国如果处理
不好防新冠和稳经济的关系，那么
其经济仍将在衰退中挣扎。

挑战三，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作出的一个任
性决定就是退出《巴黎协定》，此举
受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包括欧洲
盟友都给予了强烈批评。美国退
群毁约，搞单边主义，对其外交造
成巨大损害。拜登上台后，预计会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作为。这
次拜登将任命克里作为总统气候
变化事务的特使。可以预见，拜登
上台后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会
有所回归。

挑战四，如何弥合社会分裂。
据报道，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认为，
撕裂美国的问题是种族不平等和
社会不公。这已不是美国国内存
在的唯一问题，但 2020年以来上述
矛盾不断加深，愈演愈烈。在美
国，各种示威游行活动并不鲜见，
但如过去的一年示威活动数量之
多、规模之大、暴力之烈实属罕见，
反映了美国社会分裂在加剧。拜
登政府面对一个旧伤未愈、又添新
伤的美国社会，如何弥合分裂将极
其考验其执政能力。

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外关系将
会修正，中美关系亦然。可以说，中
美关系现在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根

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
方向性错误。对中美关系的改善，
我觉得可以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相互尊重。这一点是至关
重要的。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出现
方向性错误，就是没有遵守以及违背
了相互尊重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二是不干涉内政。这是联合国
宪章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美国
作为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就应该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精
神，不要干涉别国内政。

三是同舟共济。中美关系虽然
遇到问题，但是现在有机会共同创
造一个新的未来。这让我想起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我正好在
美国工作，应该说见证了，也亲历了
中美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相互合
作、同舟共济的那一段时光。

现在，我们又面临全球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又是一个危机时刻。
这将再次说明，中美关系最好的、
最佳的出路就在于同舟共济。上
次中美同舟共济，拯救了世界经
济，对中美关系有利，这一次同舟
共济，我们同样可以为世界作出新
的贡献。 □侯强

→这是 1 月 9 日在白俄罗斯拍摄的别洛
韦日森林雪景。

别洛韦日森林是欧洲平原最大的原始
森林之一，横跨白俄罗斯和波兰两国。它对
欧洲中部的气候调节具有重要作用。

□普罗霍罗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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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文在寅 1月 11日在青瓦台
宣布，将面向全体国民实行新冠疫苗免费
接种，接种工作预计从 2月开始。

文在寅当天在总统府发表 2021年新
年贺词，阐述 2021 年施政纲领。他介绍
说，新冠疫苗接种将从下个月开始按先后
顺序依次进行，同时韩国企业研发的新冠
治疗药物也正在审批中。

文在寅还表示，将继续鼓励自主研发
新冠疫苗，确保“疫苗自主权”，为本国国
民安全和加强国际卫生合作作出贡献。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本部长郑银
敬本月 8 日曾表示，考虑到全国人口的
60%至 70%产生抗体才会形成群体免疫，
防疫部门的目标是通过接种新冠疫苗，在
今年 11月前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她还透
露，医务人员被列为首批疫苗接种对象，
其次是老人和慢性疾病患者，以期降低新
冠病亡率。

近日韩国新冠疫情扩散趋势出现缓和
迹象。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统计，当
地时间 10 日 0 时至 24 时，韩国新增确诊
451例，累计确诊69114例；新增死亡15例，
累计死亡1140例；累计治愈52552例。

□陆睿 耿学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