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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毅

新年畅饮

大年初三，朋友打电话请我晚上到他家坐
坐。我知道，“坐坐”就是喝酒。

来到朋友家楼下，正发愁如何进单元门
时，忽然看到有人拉开单元门走了进去。透过
单元门玻璃，看到刚进去的那个人正站在电梯
前。情急之中，我本能地拍了拍门，那个人马
上跑过来为我开门，是一个长得标致帅气的小
伙子。

电梯来了，小伙子像个绅士一样，左手放

在背后，右手前伸，颌首弯腰：“哥，请。”这让我
感动得不知所措。我说：“应该是我礼让你才
对，谢谢你刚才帮我开门。”小伙子笑着说：“都
是朋友，互相帮忙是应该的，不用客气。”

“朋友？难道我们今晚是去同一家喝酒？”
“你去几楼？”我急忙问。

“九楼。”小伙子仍然笑盈盈的。
“不对呀，我去的是十楼。”我想。“去九楼

干啥？”我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还能干啥，喝酒呀。今天我已经喝了三

场了，这是第四场。”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表情有些兴奋，满身酒

气。是呀，我们确实是朋友——“酒友”。

走进朋友家，桌子上早已摆好了美味佳
肴。宾客坐定，主人拿出一瓶样子和茅台有些
像的酒告诉我们，为了让大家喝好，他专门让
妻弟从陕北快递了用高粱酿造的原浆酒，五十
三度，好喝不上头。

从晚上七点喝到快十一点，四个人喝了两
瓶酒，喝得一个个脸红声高闲话多。刚开始
时，有人说开车来的不敢喝酒，有人说只能喝
三杯酒。经不住主人劝说，说不敢喝酒的端起
了酒杯，说只能喝三杯的喝了十几杯。一瓶酒
见底后，刚才还文文气气的人开始高声叫喊，
四下挑战，十分威武。

夜深了，家人纷纷打来电话，反复催促各

自人赶快回家。客人起身欲走，主人拦住不
放，非要让每人再喝几杯后才依依不舍送行。

车是不能开了，我和一个酒友相互搀扶着步
行回家。路上，酒友的步子高一脚低一脚，像是
鹳雀踏鱼，拉扯得我也跟着东倒西歪。一路上，
酒友说个不停，一会儿说，他发现我对他最好，
别人都扔下他走了，只有我一路送他回家；一会
儿说，他今天喝多了其实是为了保护我……

躺在床上，回想今天喝酒的经历，一种幸
福的感觉油然而生……正想着，远处忽然传
来几声极具秦人韵味的猜拳声，在寂静的夜
晚，更显得粗犷激越，雄壮豪爽，听得人酣畅
淋漓，浑身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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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2 月
17 日发布公报说，该国临床
试验方面的伦理机构已认可
了一项新冠病毒“人体挑战试
验”计划，研究人员呼吁符合
条件的志愿者参与到这个项
目中来。

据该学院介绍，这是全球
首个新冠病毒“人体挑战试
验”，志愿者为了研究需“以
身试毒”。该试验获得英国
政府资助，由帝国理工学院、
医疗公司以及伦敦皇家免费
国民保健制度信托基金会合
作开展。

该项目首阶段研究将分
析导致新冠病毒感染的最少
病毒量。这一阶段的研究计
划招募不超过 90名健康志愿
者，年龄在 18 岁至 30 岁间。
试验将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
开展，志愿者会在专门隔离设
施内接触到新冠病毒，以便研
究人员观察并分析感染过程。

由于对近期出现的变异新
冠病毒所知有限，研究人员计
划使用去年 3 月即在英国传
播的新冠病毒。同时，研究人
员会密切监测整个试验，确保
志愿者安全，一旦有需要，医
护人员随时可为志愿者提供
治疗。

据该学院去年 10 月发布
的公报，所有参与项目的志愿
者完成试验后都需接受两次
新冠病毒检测，只有两次结果
都为阴性的志愿者才能离开
试验场所。研究人员表示，确
保志愿者安全是“人体挑战试
验”的最优先考量。

英国政府新冠疫苗工作
组主管克莱夫·迪克斯说，没
有任何一款疫苗能适用于所
有人，因此需要持续开发新的
新冠疫苗和治疗药物，希望这
些研究能让人们更清楚病毒
的感染机理以及哪些疫苗更
有效。 □张家伟 金晶

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
潘2月17日警告，在英国发
现且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新
冠病毒正在德国迅速传播。

施潘告诉媒体，疾控
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数据显示，22%的新报告德
国新冠病例感染了这种名
为“B1.1.7”的变异新冠病
毒，而这一比例在不到两
周前约为 6%。

截至 2 月 15 日，德国
今年共报告 4071人疑似感
染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
病毒，347人疑似感染在南
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施潘认为，“B1.1.7”可
能很快成为德国的“主要新
冠病毒类型”。有报道说，在
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传
染性比先前的病毒高35%。

德国政府近期增援各
实验室基因测序工作，以
求更好地掌握变异新冠病
毒在境内的传播状况。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市
一家冰激凌工厂暴发大规
模新冠疫情后，工厂员工及
其家属约 1000人 17日接受
隔离，已有 210人新冠病毒
检测呈阳性，其中 3人据称
感染在英国发现的变异病
毒。这家工厂至少停工到
本月26日。

德新社报道，德国现
已“封城”数月，促使今年
以来感染新冠人数大幅减
少。不过，总理安格拉·默
克尔和其他政府高官担心
更具危险性的变异病毒可
能使疫情恶化，因而认为
解封为时尚早。 □陈丹

变异病毒蔓延引德国政府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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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毅力”号火星车成功着陆 将探索火星生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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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陕西渭南，过年，可是一等
一的大事。

一年劳作，秋收冬藏，终于到了休息、庆
祝、团圆的时候了，每个人都把过年摆在了
最重要的位置，推开一切杂事，杀猪宰羊、挑
选年货，准备过年。

大街小巷处处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这
样的景象，在渭南是从腊月初便上演的“年
终狂欢”。

这座城市，过节的氛围总比时节先到来。
这或许来源于陕西人民独有的真诚

与热情，早早便烘托出节日氛围，就像是
砖窑烧砖前的预热。随着越来越多人的
汇入，逐渐升温，最终积累到一定的热度，

在高潮绽放。
春节，就是那个一步步被推向的“高

潮”，也是所有人积蓄、盼望了一年的狂欢
庆典。春节前后，各类“村晚”、锣鼓大赛、
广场舞大赛、歌舞剧、非遗展览、文艺汇演
轮番上演。整座城市在被汹涌的人潮洗礼
过后，迎来了新一轮盛大的文艺展演，各类
歌舞表演伴着美轮美奂的呈现方式、热烈铿
锵的音乐节奏，引爆了人们的热情与欢乐。

从小到大，我对于过年的记忆，都是一
片火焰般热烈的红色。

中国人爱红色，尤以陕西为甚。安塞
腰鼓闻名天下，在这样的佳节吉日，自然少
不了它们的身影——足足上百人的腰鼓大

队，统一身着白衫白裤白头巾，绑齐了红腰
带红绑腿，身背红腰鼓，手执系有红飘带的
鼓槌，动作整齐划一，舞步踩在鼓点上，鼓
点击在人心上，在空旷平整的场地上翩然
踏歌而舞。

这样的壮观景象，延续了不知多少年。
然而要说热闹，这还不算头等。

正月里的新春文化大庙会，那才是真
正人山人海的节日盛宴——非遗项目展示
展演、戏曲、综艺演出、社火巡游、灯会灯
谜……哪一项拿出来都足以撑起节日的热
闹，可它们却偏偏都挤在了一起，争奇斗
艳，令人目不暇接。

小时候，我最爱凑热闹，与家人吃过

团圆饭后，我必吵闹着去看庙会。陕西的
冬天寒意逼人，父母用厚衣服左一层右一
层把我包成个滚圆的大丸子，只露出黑溜
溜圆滚滚的两颗葡萄眸子，去探寻世界的
美好与奇妙……

那日下班乘车回家，看到绿化带的树
上，挂满了小小的火红灯笼，成串成群，
交相辉映，将城市笼罩在无边的喜庆与
吉祥中。

打开家门，温暖的灯火倾泻而出，桌
上的饭菜香气扑鼻，家人围坐桌前，言笑
晏晏。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节日的意义或许
就蕴藏在这平凡却伟大的瞬间之中。

阴历年，农家人最有趣的事就是做年豆腐了。天还
没亮就起了床，把前一天用水泡好的黄豆舀入盆中，放在
石磨上，石磨下就放着一个大蒲篮，一切就绪，便舀勺黄
豆倒进磨眼推起石磨转圈了。

一圈一圈，油灯缥缈，将人的影子由大变小再由小
变大，并永无休止地重复。在腊月后半夜，踢踢踏踏的
脚步声透过门缝飘向沉沉的夜空。

磨烂的黄豆，呈乳白色的粥状从磨口源源不断流下
来，然后掉进蒲篮里，也不知转了多少圈，舀了多少盆黄
豆，门外天已大亮，豆子也推得只剩最后半盆了，因父母
夜间推磨头晕，这转圈的活自然就被我承包了。

磨好的豆子粥，加入开水搅匀，再拿小盆舀起灌进
纱布袋子里往锅里过滤，只见父亲拿个小凳，坐在锅沿
旁，把装满豆子粥的袋子口用手拧紧，再转着一个劲往
下压，就这样豆浆从布眼里冒出来流进锅里，最后袋中
就只剩下干豆渣了。

待满锅的豆浆烧开，一把掀开锅盖，把早已准备好
的酸浆水一小勺一小勺慢慢倒入锅中，当几盆浆水注入
后，只见锅内的白浆慢慢开始分化结块，最初还是小块，
不一会儿，就形成大块大块的豆腐脑了。若要豆腐老一
点，就在锅底再添把柴禾，稍倾，用大盆舀出倒进早已准
备好的箱板内，再在箱板上放半盆水稍微压一下，豆腐
就算做成了。这时，我高兴地围着豆腐箱板边拍手边
喊：“快吃豆腐了！快吃豆腐了！”等一大碗冒着热气的
豆腐放在桌子上，我便迫不及待地夹了一小块放进嘴
里，哇，好美味啊！我舍不得咬，舍不得咽，闭上眼睛慢
慢品尝生活的美好和日子的甘甜。这时，母亲把从锅底
铲好的豆腐网子也用酸菜调了一大碗放在桌上，我忙咽
下嘴里的豆腐，去夹豆腐网子，母亲忙用她的筷子把我
筷子一拨，说：“娃不敢吃，娃吃了豆腐网子，就写不来字
了。”“是真的吗？”我一脸疑惑，父亲微笑着点了点头，然
后夹起一筷头菜就着豆腐网子美美地吃起来，留下豆腐
叫我一人吃，还说这是给我推磨子的奖赏。

由于自己的劳动付出，那时的豆腐吃起来特别香。
然而现在的年豆腐尽管也是自己做的，尽管把所有的调
料都用上了，大概是缺少了用石磨子推、用纱布袋子过
滤这些工序，豆腐的味道怎么也比不上过去了。

老家的冬天白雪皑皑，
仿佛童话般的世界。而今，
童话世界里来了病毒巫婆，
她专挑寒冷的地方去。我打
电话给乡下的老爸，告诉他
要做好自我防范。“没事，冬
天习惯在家猫冬，哪也不
去。”老父亲轻松地回答我。

“冬天习惯在家猫冬。”
这句话瞬间将我带回记忆的
深处。

那时的冬天格外寒冷，
“大烟泡”呼呼地刮，刮得漫
天飞扬不算，还直往脖子里
灌，紧紧棉袄，将手缩在棉袄
袖子里，一脚高一脚低的行
走都艰难。冬天的户外对小
时候的我们而言绝对是恶魔。

相反，屋里的火炉、热炕、火墙热
情地拥抱着我们冻僵的身子，使幼小
的我们贪恋那份温暖，一到冬天就猫
在屋里，不肯出门。

火炉是在厨房里，挨着灶台搭成
的。它直通卧室的一堵墙，因为一烧
火就会热，我们称之为“火墙”。火墙
又连着土炕。每年忙完秋收，父母总
会赶着马车，去附近的树林里捡柴禾，
回来后锯成小段，整齐地挨着院边码
放着。冬天烧炉子时，取来用便是。

一般情况下，我们小孩是占据火
炕和火墙的。在炕上可以躺着、趴着、
蹲着，充分享受着火炕火墙的温暖。
在炕上可以玩各种游戏，如纸上五子
棋、扑克。有时淘气的弟弟们还会在

炕上跳方格，气得母亲拿着
笤帚疙瘩要揍他们。

后来，我们都迷上了读
书。一放寒假，满炕的作业
和书。已读书的姐弟三人
分好地盘，谁也不能过界，
省得课本拿乱。小弟总会
从炕头到炕尾，看看这个，
摸摸那个。虽然大字不识
几个，小人书上的热闹也会
逗得他嘿嘿笑。写完当天
作业，我们就开始读课外
书，那时候书少，想着办法
淘书，去老师家同学那借，
父亲去镇上，总是央求买书
回来。整个冬天都猫在家
里，读书玩耍，很是惬意。

后来镇上工作队的人下村走访，
走到我家时，竟然热泪盈眶，连连说：

“我从一队走到二队，从东头走到西
头，你家是最后一家，这满炕的书让
我看到了希望。好样的，孩子们！”

“叔叔，俺们猫冬都能把你猫哭了。”
小弟满脸迷惑地说。

叔叔哈哈大笑，那笑声至今还回
响在我耳旁。我眼前仿佛又看见，父
亲早起抱柴火、引炉子，炉子上烧开的
水滋滋地冒着白气。火炕上，放着一
个小方桌，桌子上摆着茶壶、棋盘。古
老的炕琴里装满了我们幼时读的书，
它们一直悄悄地陪伴着老父亲。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2月 18日，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毅力”号火星车登
陆火星地面。此前，美联社在报道中详细介
绍了“毅力”号火星车的任务。

据美联社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2月 17
日报道，“毅力”号火星车于 18日降落到位于火
星一条古老河流三角洲边缘的一处长宽分别
为 8公里和 6.4公里的狭小地带。那里布满悬

崖、深坑、沙丘和成片岩石，其中的任何一处障
碍都可能让这项花费数十亿美元的任务失
败。来看看NASA最新的任务：

火星大师
NASA在 9次火星着陆尝试中成功 8次，这

使美国成为唯一成功实现火星着陆的国家。这
颗红色行星极其稀薄的大气层将使它难以安全
着陆。从 20世纪 7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在火星
及其卫星“火卫一”上折损了数目最多的着陆
器。欧洲航天局也进行过失败的尝试。NASA
的两台探测器目前仍在火星上工作：2012年的

“好奇”号和 2018年的“洞察”号。去年 7月发射
的“毅力”号火星车将借助降落伞、火箭发动机
和空中起重机减速，下降约 3200公里抵达耶泽
罗陨石坑。数百万行软件代码和数十万个电气
部件必须精确协作。项目副经理马特·华莱士
17日说：“没有退路。没有重新尝试的机会。”

迄今为止最困难的着陆
NASA为 1吨重的“毅力”号——“好奇”号

的加强版——配备最新着陆技术。新的自动驾
驶工具将计算下降中的火星车与目标地点的距
离，并在精准时刻释放巨大的降落伞。之后，另

一个系统将扫描火星表面，把观测结果与火星
车携带的地图进行比较。“毅力”号在寻找安全
的地方时最远可以绕行 600米，就像尼尔·阿姆
斯特朗在月球上那样。倘若没有这些新发明，
尝试在耶泽罗陨石坑附近着陆将过于危险。一
旦着陆，六轮的“毅力”号将成为火星上出现过的
最出色车辆，它拥有比“好奇”号更大的自主能力
和活动范围。首席工程师亚当·施特尔茨纳解
释说：“‘毅力’号拥有一套全新的本领，它随时
准备以自己的新轮子应对火星表面上的麻烦。”

寻找生命迹象
哪里有过水，哪里就可能有过生命。这就

是NASA希望“毅力”号在耶泽罗陨石坑附近探
索的原因。该陨石坑曾是一个湖泊的所在地，
水源来自一条河流。现在它已干涸，但在 35亿
年前，这个火星湖曾与位于内华达和加利福尼
亚两州之间的塔霍湖一样巨大而潮湿。“毅力”
号将向被判定为最有可能含有以往微观生命证
据的岩石发射激光，分析其发出的水蒸气，并对
最有可能的目标进行钻探。数十份岩芯样品
——约半公斤岩石和尘土——将被放置在密封
的钛质试管中，以便日后取回。

双程车票
自半个世纪前NASA的“水手”号系列探测

器提供火星最早的近景照片以来，科学家一直
希望弄到火星岩石。NASA正与欧洲航天局合
作实现这一目标。这项大胆的计划要求在2026
年向火星发射探测器和返回火箭，以便取回“毅
力”号保存在火星上的样品。NASA预计最早将
于 2031年把那些岩石带回地球，数年之后首批
宇航员可能抵达火星。据NASA称，为了避免
任何地球尘埃的污染，“毅力”号携带的超级无
菌试管将是有史以来送入太空的最洁净组件。

新冠预防措施
说到洁净，NASA的火星任务控制中心从

未如此一尘不染。戴着口罩的飞行控制人员
将不再在“毅力”号着陆前传递罐装花生——
一项有几十年历史的代表好运的传统——而
是每人获得一袋。这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采取的许多新冠预防
措施之一。着陆小组将分散在多个房间，
NASA的大佬和记者将远程观看。“毅力”号还
携带了一块向一年来与病毒作斗争的医护人
员致敬的纪念牌。 □张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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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为庆祝中国春节，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第一东方语言学校
举办了汉字书法课、中国绘画展、汉语作文比赛、茶道表演等活动，让学生在轻
松愉悦的气氛中学到与春节有关的知识。 □谢尔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