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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54岁，在人生的旅程中
已经过了许多个春节。然而，2020年
和2021年春节，是我过得非同寻常的
两个别样春节。

2020年春节，久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我，携妻带子回
了趟苏北扬州老家，与母亲
一起过年，但由于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让我在老家过
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春节。

2020年 1月 23日（腊月
二十九日）《新闻联播》报道
了武汉因为疫情封城的消
息，1月 26日（大年初二）本
来去舅家、姑家拜年，也被电
话拜年取而代之。接连几
天，我们全家人围坐在电视
前看抗疫消息，特别是看到
钟南山老先生坐火车驰援武
汉，让我们全家人感动得
热泪盈眶……

2020年 1月 30日（大年
初六）下午，因我所在单位
陕建集团主动请战参加西
安市公共卫生中心建设，我
作为宣传部门负责人必须
深入一线做好宣传工作，一
家三口立刻启程回西安。第二天（大
年初七）上班后，我便赶到位于高陵
的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项目工地，统
筹现场宣传工作。集团领导和广大
党员模范带头，2300多人连续鏖战九
天九夜，工程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

为西安市乃至陕西省的疫情防控作
出了积极贡献。

2021 年春节，我本想再次携妻
带子回老家与母亲一起团聚，其乐
融融过年，然而由于疫情影响，为了
积极响应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我

们一家三口便在西安过了
一个别样的春节。

在西安过年，只有除夕
之夜新年的钟声敲响的那
一刻，偶尔听到远处传来
稀疏的鞭炮声，仿佛比老
家扬州缺少了一些年味。
大年初一上午，给长辈视频
拜年，手机那头的母亲、叔
叔和舅舅尤为高兴。

春节期间，儿子去三原
城隍庙、泾阳茯茶小镇等景
点游玩，通过手机带我和妻
子“云旅游”，分享独特美
景。我与几位朋友和老乡
小聚，每每聊及 2020 年和
2021年两个别样春节，各自
都有感慨。

正月初七正式上班，
又是一个开工大吉的日
子。机关、基层单位和春

节期间就地过年、不打烊的项目，仍
在坚持测量体温，要求戴口罩，处处
都是一片繁忙景象……

最思念的，还是小时候的年。
越是接近新年，爷爷奶奶越是眼巴巴地盼着我们

回去，老早就做好了各种美味等着我们，总是怕我们
吃不够。家里房前屋后挂满了腊肉、牛肉、鸡肉、羊
肉、鱼肉，看得我和弟弟直流口水。

回到老家不光是为了享受美味，还要帮爷爷奶
奶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打扫卫生，洗洗涮涮，扫
除旧尘埃，迎接新光景。在我的记忆中，爷爷奶奶是
特别讲究的人，平时家里房前屋后都要收拾得整整
齐齐。房前屋后不得有丁点杂物，窗明几净，窗纱每
次大扫除都要重新更换，这是爷爷亲力亲为的精细
活，我们都插不上手，弟弟配合爷爷清除旧年春联，
我和奶奶负责清洗厨房里的灶具、锅碗瓢盆。奶奶
说厨房是她最爱的活动场所，所有厨房用具都是她
的宝贝，她总是精心地呵护着这些宝贝。

腊月二十七卤肉卤菜。当满屋子飘满肉香的时

候，爷爷拿着漏勺在锅里搅动，他会先挑最松软的几
块肉捞出来给我和弟弟品尝，那个肉香味我到现在都
忘不了——色泽鲜美的牛肉又酥又软，猪蹄肉嫩爽
口，入口即化。爷爷奶奶做饭都用大铁锅烧柴禾，所
以做出来的每种食物，只要火候把握得当，极其入
味。每每想起，这都是最纯正的年味了。

除夕夜，全家人聚在一起观看春晚，母亲和妯娌
们包饺子，我们小朋友在院子里放烟花，追逐嬉戏。
静下来时，爷爷奶奶跟我们聊聊家常，讲述他们的过
去，听我们说说笑笑，全家人其乐融融，最美好最幸
福的时光也莫过于此了。

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物质越来越丰富，过
年，于我就不再像儿时那般期盼了，在繁忙的城市
里，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年味似乎越来越淡，可是
一回到老家，年的味道再次鲜活，传统的年俗依然在
延续，磨豆腐、熏豆腐干、灌香肠、蒸肉、杀鸡、宰猪
……还都是我儿时熟悉的老样子。

时光飞速而逝，爷爷奶奶离开我们已经第五年
了，但全家人仍旧延续爷爷奶奶的传统习俗。刚进
入腊月，长辈们就开始商量过年的采购计划。四叔
负责采购菜、水果和肉类；爸爸负责统筹一切后勤工
作，妈妈负责清洗、腌渍、打扫卫生，一大家二十几口
人，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迎接新年……

年是岁月的更替，生命的成长。过年时，全家人
相聚在一起，品一桌团圆饭，
延续着亲人间的美好祝福，
品尝过年的真实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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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向，听得最多的话，要
数过年这档子事儿。

有说小时候过年好，年味儿
浓得很。就凭咱对年的经历，那
叫个十二分的向往，诸如碰上丰
盛的宴席、穿上得体的衣裳，到
如今也没改掉“过年水平”的口
头禅。再往前追溯说不大清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的“年”
真有“年”的神圣与庄严，即便没
在堂屋墙上贴“童言不忌”春条，
也早在父母教导中缄默其口，谨
慎每一个措辞，生怕管不住嘴说
出“死、病”这些个犯忌的字眼
儿，就连初一早上吃扁食看到煮
裂开口子都说成“挣了”，担心惹
出事端，遭到不给新衣裳穿或脑
瓜子上挨一顿“爆栗子”的惩
罚。从腊月初张狂到正月十几，
放炮仗、逮羊游戏、踢毽子、滚铁
环……不曾有一刻消停。

有说回乡下过年，比城里
热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农村面貌变化可谓非常
大。自来水通厨房，水泥路修到道场边，宽敞的
产业路通到后山梁洼垴上，再难觅低矮潮湿的
泥巴土屋，石板房变成小洋楼。屋檐下悬着的
大红灯笼年里通宵长明，在集市花钱请先生毛
笔书写春联，冲天而起的烟花白天发出震耳声
响，夜里五彩缤纷，鞭炮声此起彼伏……

有说城市比乡下好，出行方便，节日隆
重。文明县城、卫生县城、园林城市创建，让我
所处的山城面貌焕然，一派新气象。棚户区改
造拓展城市视野，环境治理让穿城而过的河水
清澈碧绿，几只白鹤来这里栖息，丰富过往人
群镜头，驻足欣赏其漫步浅滩低头觅食的专
注，还有掠过水面振翅盘旋、引颈低飞水草丛
中时隐时现的倩影。

古城西安，热闹非常，处处张灯结彩，城门口
的巨副春联，将城市装点得美丽壮观，赋予文化内
涵。永兴坊不时传出秦腔的豪迈，我乘兴一仰
脖子喝光一碗酒，将黑窑碗摔碎在堆积如山的
碗碴子上，“八大怪”呈现舌尖上的陕西风味……

依我说，在哪里过年都一样快乐。现代化
建设缩小了城乡差别，我随大流涌入城市，是
稀罕城里人动辄“城里”的高傲，进了城也改
不了乡下人老实巴交学不会城里人的精明算
计。省城里喝罢酒摔碎那只窑碗我看也不见
得如招牌上说的“喝了摔碗酒，牛年好运头”，
只不过是个美好向往罢了。

放松心情，让温度升起来，过的每一天都
是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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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裁定优步司机为雇工 要求保护劳动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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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乡与父母一起过年，边包饺子边和
母亲拉家常。母亲突然问我，还记不记得杨
叔，就是那个裁缝杨叔。我眼不离手，飞快地
包着饺子，努力使它在我手心里呈现出一个
个“元宝”，嘴里漫不经心地应声：“记得，怎么
会不记得呢。”“他去年夏天走了。”听见母亲
的话，我心里蓦地一怔，不由停下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小县城，人们还不能
像现在一样，在各大商场选购称心如意的服
装。县缝纫社的裁缝就成了人们满足个人
需求，追求美好生活的“魔术师”，特别是像
杨叔这样身怀绝技的“大裁缝”更是受人追
捧。每天堆在他案头的各色衣料足足有两
尺高，送衣料的人们总是不放心地叮嘱他：

“这是托人从上海带来的毛哔叽，就拜托您
给做件中山装。”这时候，他总是很忙，忙得
连视线都离不开案头摊开的活计，对顾客的
叮嘱，淡淡回应：“放心吧，三天后来取。”

我和杨叔的缘分源于一条粉色的旗
袍。那时的我 7 岁，经常穿着哥哥姐姐淘汰
下来的衣服，看着同院的小姑娘们漂亮的花
裙子，也禁不住渴慕。一天，妈妈那口漆着
棕红油漆、镶着古色古香铜锁的大木箱忘了
上锁，我打开箱盖，好奇地翻看这“百宝箱”，
箱底下，压着一块粉色的确良，我的小手在
那娇艳欲滴的衣料上摩挲着，心想，这样的
衣料做成裙子穿一定很美。看着那团粉嫩
衣料，再看看自己身上的海魂衫，我心一横，

抱着衣料撒腿就往东门口的缝纫社跑，一路
上头也不回。

看着满头大汗的我，杨叔抬起手，笑眯
眯地为我拭去顺着额头留下的汗水，听着我
断断续续的“要一条可以转出喇叭花的裙
子”的诉求，他量了量我的身高，胸、腰、颈
围，又量了量手里的衣料，笑着说：“做一条
喇叭裙要宽口面的衣料，你这块不够。”听了
这话，我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忙说：

“但是咱们可以做一件更漂亮的小旗袍呀！”
“真的吗？”我欣喜地问。“嗯，相信我！回去
吧，明天让你爸爸妈妈来取！”我边往回走，
边回头，看着他笑着扬起手。

下班回家的妈妈发现丢失了一块衣料，

在问过姐姐后，我被妈妈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并要求我去缝纫社取回衣料，妈妈说那是“六
一”儿童节准备给我和姐姐一人做一件短袖
衫的。被教训的我满心不是，嘟着小嘴慢慢
腾腾向大门口走去。这时，一个身穿白衬衫
的人手里拿着一块粉色东西迎面走来。是杨
叔！我几步上前。“看！提前完工，快试试！”
杨叔扬着手里的旗袍，笑着说道。

粉红色的旗袍可真好看！我再也不是个
假小子了，我也可以是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了。是杨叔为那个年代小县城的人们打开了
追求美好生活的窗口，现如今无论身上穿着
什么样的服装，心里却总觉得缺点什么，可能
就是那点平凡生活中的欣喜吧。

2月2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拍
摄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高级别会
议上致辞的屏幕画面（背景为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官方网站画面）。

当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6
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开幕。

□张铖 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第4646届会议开幕届会议开幕

英国最高法院 2月 19日裁定，美国优步
公司在英国的签约司机应当视同雇工，享有
各项劳动者权益，包括最低工资、休息时间
和带薪休假。

国际媒体认为，这一裁决将冲击优步公
司的运营模式，并且可能给容纳越来越多就
业的“零工经济”带来广泛影响。

享有劳工权利

2016 年，数十名优步司机集体向伦敦
一家劳动仲裁法院起诉优步公司。鉴于长
时间借助优步打车软件工作以及优步监督
工作的方式，原告主张自己有权享有雇工
身份。不同级别法院分别于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年裁定原告胜诉。

优步公司坚称签约司机属于自我雇
佣，理由是他们自行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
且经常使用优步竞争对手的手机应用程序
找到乘客。

裁决书认为，优步公司设定车费、合同
条款，惩罚拒绝或取消接单的司机，借助乘
客评价管理司机，尽可能限制司机与乘客交
流，导致签约司机提供的服务“受优步非常
严格地界定和控制”，因此不能视为自我雇
佣。按照裁决书的说法，优步签约司机处于

“从属和依附地位”，难以或无法通过劳资谈
判改善经济地位。

英国总工会成员米克·里克斯说：“对我

们的会员来说，这是一场煎熬四年的法律
战，但最终赢得历史性胜利。”

后续求偿官司

优步北欧和东欧地区总经理詹姆斯·海
伍德说，优步尊重法院裁决，承诺将与英国
签约司机协商，了解他们希望看到的改变。

优步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不适用于目
前它在英国的全部签约司机。海伍德说，裁
决具体面向“2016年使用优步打车软件的少
量司机”。

英国是优步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
日常用户大约 500万人；签约司机大约 6万
名，其中 4.5万名在伦敦。

最高法院作出终审裁决后，原告可以向
劳资仲裁法庭寻求补偿。路透社报道，这一
过程可能仍然需要数月。一家律师事务所
估计，原告平均每人有权获得 1.2万英镑（约
合 16780美元）补偿，另有超过 2000名签约司
机今后可能提起诉讼。

近年来，优步的运营模式在多个国家
引发工会组织反对，受到行政和法律挑战，
理由包括无法保障劳动者权益、扰乱出租
车市场。

优步公司本月中旬向欧洲国家政府和
工会组织作出一系列承诺，称打算设立更
透明和公平的薪资结构，向签约司机提供
更多福利。优步还呼吁其他网约车运营商

共同发起一个基金，为使用不同打车软件的
司机提供劳动保护和带薪假等福利。

影响零工经济

法新社报道，如果优步司机通过劳资仲
裁寻求补偿，可能引发更深远的改变，影响
所有网约车平台的签约司机。

发起集体诉讼的前优步司机詹姆斯·
法勒说，英国最高法院裁决“将从根本上
重新界定（英国）零工经济的秩序，终止普
遍利用（平台）算法和合同欺骗剥削劳工
的做法”。

零工经济通常指没有正式合约的短期
工作或者不保证工时的工作。打零工者常
常为一家或多家企业工作，按具体工作量获
取薪酬，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骑
手。自诞生以来，零工经济的利弊一直有争
议。路透社报道，工会组织批评零工经济具
有剥削性质，企业则表示许多打零工者享受
这种灵活性。

法勒呼吁英国政府花更大力气改革零
工经济，“政府必须急迫地完善法律，那样，
打零工者也可以有资格获得病假工资，免于
不公平的解雇”。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说，对那些承受低工
资和缺乏劳动安全保障的人来说，最高法院
裁定优步司机为雇工具有“里程碑意义”。

□胡若愚

外媒称，由于冬季风暴给得克萨斯
州造成严重破坏，导致电力和公共设施
危机，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 2月 20日
批准了得州的重大灾难状态。

宣布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2月 20日

报道，白宫称，联邦援助将覆盖 77个县，
并提供专用款项，用于临时住房和房屋
维修，为无保险的财产损失提供低息贷
款，以及向个人和企业主提供其他恢复
性援助。

得克萨斯电力稳定委员会 19日说，
发电厂的运行已恢复正常，不再要求人
们节约能源。但停电还继续影响俄勒冈
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
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超过22.5
万家庭和商户。

另外，据《今日美国报》网站 2月 20
日报道称，拜登政府18日说，得克萨斯州
得到了“联邦政府的全力支持”，该州因
冬季风暴陷入瘫痪，数百万人在危险的
条件下无电可用。

报道称，白宫将得州和美国其他地
方的极寒和暴雪归咎于气候变化，认为
这表明美国的基础设施需要全面升级。

白宫国土安全事务助理伊丽莎白·舍
伍德-兰德尔说，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
的，美国对此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尤其
是全国电网在极端情况下不堪重负，基
础设施没有经受住极端条件的考验。

凸显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2月 20日刊发

题为《得克萨斯州停电预示着横跨东西
海岸的危机将要发生》的报道称，就在得
克萨斯州过去一周努力恢复供电和供水的时
候，日益极端的天气给美国老化的基础设施带
来风险的迹象正在全国各地涌现。

报道称，近日席卷美国大陆的冬季风暴导
致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密西西比州和
其他几个州停电。美国三分之一的石油生产
被迫停工。俄亥俄州的饮用水系统瘫痪。全美

公路网瘫痪，20个州的疫苗
接种工作中断。

报道指出，这场危机发
出了严重警告。随着气候
变化导致更频繁、更强烈
的风暴、洪水、热浪、野火
和其他极端事件，国家基
础设施面对着越来越大的
压力，这些设施包括公路
和铁路网、饮用水系统、发
电厂、电网甚至住宅。仅仅
一个领域的失败，就可能以
难以预料的方式引发崩溃。

报道还指出，这些基础
设施大多是几十年前建造
的，当时人们预计周围的环
境将保持稳定，或者至少在

可预见的范围内波动。现在，气候变化
正颠覆这种假设。

人为因素加剧自然灾害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2月 21日刊发

题为《得克萨斯州的灾难凸显美国在气
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的报道称，在得克
萨斯州，通常气温降至 10摄氏度左右时，
人们会说感到寒冷，当人们说非常冷时，
气温一般在 2摄氏度左右。而近日得州
发生的异常暴风雪使多个城市创下最低
气温纪录，休斯敦更是出现史无前例的
零下 2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

报道称，得州这一重大灾难状态引发
空前的能源需求。

得州共和党籍州长格雷格·阿博特
在记者会上曾将责任归咎于民主党提出
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新政”。他认
为，事实表明“化石燃料是必要的”，并暗
示风力发电厂在暴风雪面前无法正常运
转。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丹·克伦肖日
前在推特上表示：“当电网被迫部分依靠
风力作为动力来源时，就会发生这种情
况。”得克萨斯电力稳定委员会则站出来
澄清，风力涡轮机结冰是造成该州大面
积停电“最不重要的”因素。

据该委员会称，到 2020年，天然气提
供得州 46%的电力，风力占 23%，煤炭占
18%，核能占11%，太阳能占2%。民主党籍
得州众议员詹姆斯·塔拉里科认为，这场危
机并非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多年的投资
不足、放松管制和疏忽大意”造成的。

报道称，与美国其他地区不同，得州
的电网独立运行。缺乏监管使该州存在数
家供电公司，这些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已开

始收取相当于其他地区一半的电费。然而，在紧急
情况下，得州无法像其他州那样从邻州获得电力。

有独立环保组织指出，得州地方政府“对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的旧影响力作出了回应”，该组织
希望这场灾难能够使有关“如何利用所有人都
可信赖的可持续能源”来聚焦未来几十年的能
源能力的探讨变得更加紧迫。 □卫嘉

因供水中断，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居民收集积雪、融雪取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