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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深处农家的夏月是从何时
开始的呢？是从哪一朵花、哪一片云、
哪一汪水，或者是哪一棵草开始的呢？

长居山里的农人也都这么说，巴山
深处无夏月。几乎是风寒暮春同漫漫凉
秋连在一起的。这话不假，你很难从温
差上感受得到炎夏时月的变化。但是，
山地仍然有着自然的四季循环。不过
存在于一种不为你所留意的微妙中。

适逢端午小长假，我回老家省亲途
中，听见山里传来“吱、吱”的鸣唱。这
鸣唱裹在新绿的山海里，又汇入身边溪
水的喧响中，构成了美妙的和音。司机
告诉我，是蝉开始鸣叫了。

印象里，蝉鸣都出现在炎夏和仲秋
时节，那叫声伴着城市的喧嚣，总是聒

噪、疲惫又恼人。对于我这个好静的
人，尤其讨厌至极。然而，这山中的
蝉，却叫得这么早。在这大自然的空
旷、鲜绿和幽静中，那鸣唱是如此富有
活力和生气。竟使那恼人的喧叫，经
过清洗和过滤，变得淡远而优雅。我生
平第一次在静山中感受到蝉鸣，竟觉得
是一种美的享受。

这便是大巴山初夏的奏鸣曲吗？
在这绿雾朦胧的树蔓里，你会仔细分
辨出各种山蝉独特的歌音。有的浑厚
低徊，庄严地把音律拉向神秘的幽
远处；有的尖细短促，脆甜而雅致，跳
出几个欢快的音符，使蝉曲在山谷中出
现几个短波，如山泉滴水，又倏然消逝，
流向绿的幽深处……

乍离繁华都市，投身这静谧的深
山，聆听这五月山蝉的鸣唱，你会陡然
觉得像置身于另一个静美国度。你会
感到这绵延不绝的秦巴莽山内在的力
量和灵性。它会牵你于神秘幽谷，又会
带你飘向茫茫苍穹，驰于那浮荡的白云
雾海中。在这一刻，你便丢掉了无端的
烦恼、杂冗的公务和人事的纠葛，换得
一身轻快和清爽。这蝉鸣，会使你心海
泛漾，汇入这美妙的大流中。

于是，我意识到，艺术只有挣脱了
人为的喧嚣，回归到没有被践踏与污染
的大自然怀抱中，回归到真实生活的静
绿中，才会变得纯情、和谐而真美。

山野中听蝉鸣，该是怎样的一种
不可言的美妙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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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本庭班长老于
本地文联要开会，组织者创建了一个微信

群，便于大家交流。这其中有我，也有老于。
我与老于从未谋面，但彼此熟悉差不多有

20多年了。当时，我们的文章经常见诸于本地
多家小报的同一版面。只是那时没电脑也没
手机，联系不方便，因而一直无缘一见。后来，
我基本不再关注本地刊物，也就渐渐没有了他
的消息。

老于在微信群里很活跃，喜欢发言，也喜欢
贴自己的文章。从他与人聊天中得知，他已到
退休年龄，现在是环卫班的班长。他说别看环
卫班班长不算大官，但待遇好，受人尊敬，工作

相对轻松。他还主动晒了自己的工资，在我们
小城里仅是中等收入。他的工作是两班制，早
班是凌晨 4 点到 12 点，夜班是下午 2 点到 10
点。工作主要是骑着电动车检查环卫工人的工
作情况，辖区内的每个点都要检查。在我们看
来，他的工作并不轻松，但从他的言语中，我能
感觉他很满足现在的生活状态。

开会那天，我终于见到老于，他很热情与我
握手。我们简单聊了一下彼此的创作情况后，
他又提及他的工作。他原来的单位是本地一家
自行车零件厂，十多年前就倒闭了。后来，他在
家门口修理自行车兼卖大米。修车和卖米，只

能维持一家人生计，却成天忙得很。“修车和卖
大米倒是不辛苦，就是没地位。”顾客买米后，他
还得扛着米送到顾客家里，修车也是个很琐碎
的活儿，有些客户很挑剔，还有客户总是瞧不起
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在一起，让他写作的激
情慢慢消失。本以为，这辈子能这么将就过了，
没想到他居住的地方大面积拆迁，虽然他家不
在拆迁范围内，但附近居民少了，生意也没法做
了。他想出来再干几年，等老了，经济能宽松一
些，不给孩子们添负担。经人介绍，也是自己有
这能力，才得到环卫班班长这个岗位。

“这些年，写作少了，一年没出几篇成果，尽

忙生活了。这下好了，生活单纯多了，下班就有
时间写文章了。”我对他表示祝贺。他说工作其
实也不是那么轻松，起风下雨都要出去，并且大
部分时间都在电动车上，时刻要注意安全。他
总说能有一份工作，就很不错了，生活，要有一
颗感恩的心，这样，才会快乐很多。

老于虽然说一直忙于生活，但在生活间隙，
他也累计获奖上百次，发表文章超过 300万字，
这对一个业余作者来说，已经很不错的了。

从这点上来说，与
他见面，也是给我上
了一课。 凡人生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校庆，小江架不住
老同学的热情，一再申
明自己是开车来的，还是
被灌了几杯。同学小李
说：“现在交警查酒驾，
哪还会那么隐蔽啊，看
下朋友圈一目了然。”

几杯下肚后，就有点
上头了。好在小江一再
克制自己，才没有那么神
志不清。宴后，大家依依
惜别，各自散去。小江住
郊区，路途远，酒也醒
得差不多了，就启动了
车，绕一条偏僻的小道
向家驶去。

车刚出城，小江就
感觉头有点晕，在一个十字路口，小江一走
神，忽然看到红灯亮起，紧急刹车，还是追尾
了前面等待的黑色宝马轿车。

小江惊出了一身冷汗，酒醒了大半。
小江看着前面的车辆，心里默念“完了

完了”这时只见前面的车门打开，下来一个
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向小江的车走来。

“这不是化学系的汪主任吗？”小江内心
一阵忐忑，赶忙下车。汪主任走到小江车
前，俯身看了看小江的车说：“撞上了！”

小江慌张地“嗯”了一声。
汪主任说：“那咋办？”
小江不好意思地说：“赔呗！”
汪主任说：“嗯，咱自己能解决的，就不

麻烦交警同志了，这样吧，我赔你五百元修
车费，我能开车走人不？”

小江一愣，知道汪主任没有认出自己，
内心开始有些舒缓。

迟疑中，只见汪主任突然上来一把抱住
小江，脸上露出谄媚的笑，说：“老弟，刚才
我刹车急了，让你追尾了，就五百，真的不
能再多了。”

汪主任说话时，小江闻到了一股浓烈酒气。
小江说：“你喝酒了？”汪主任说：“刚才

朋友聚会，就一点点。”
小江说：“你看你酒后驾车多危险啊，这

要是被交警查到了，是要被拘留的。”
汪主任赶忙陪着笑脸说：“是是，就这一

次。多谢老弟提醒，往后一定注意。”
汪主任见小江没有纠缠，道了声谢，塞

给小江五百元，一头钻进车里，点火、发动，
一溜烟开走了。

看着宝马车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小江
有些哭笑不得，夜风里，酒劲已完全清醒。

小江呆呆站在那儿，不知该继续开车
回去呢，还是找代驾好呢？

55国致函世卫组织反对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7月20日

电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
言人赵立坚透露，截至 7月 20日，已有
55个国家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致
函，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7月 16日，世卫组织向成员国通报
了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计划。这一
溯源计划发布后，这两天，又有格林纳
达、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圣多美和
普利西比、布吉纳法索、毛里塔尼亚、
加纳 7国加入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
赛致函、反对溯源政治化的正义行
列。赵立坚说，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赵立坚介绍说，在世卫组织 7月 16
日举行的成员国通报会上，俄罗斯、白
俄罗斯、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柬埔寨、
伊朗、叙利亚、布隆迪、津巴布韦、喀麦

隆、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许多国
家，纷纷发出了正义的声音。他们强
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不能被
政治化；世卫组织发布的中国-世卫组
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维护。越来
越多的国家发出压倒性的正义声音，这
与个别国家搞政治操弄、反对科学、歪
曲事实形成了鲜明对照，充分反映了国
际社会的公义所在和人心向背，也充分
证明，秉持公正客观、主持公道公理的
国家还是占大多数的。

赵立坚强调，有关方面应该停止在
溯源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停止利用溯源
问题甩锅推责，停止蓄意破坏国际溯源
研究合作，采取真正负责任的科学态
度，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战胜疫情、维护
人类健康福祉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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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撤军为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7月13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国从

阿富汗撤军已完成 95%以上。这意味着美国耗
时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终于接近尾声。

阿富汗战争，最初以反恐的名义开启，此
后美国深陷泥潭。2020年初，特朗普政府承诺
在 2021年 5月前从阿富汗撤军。拜登政府上
台后，将撤军截至时间定在 9月 11日。美国虽
然表面上撤军，但并不会放弃其在阿富汗的影
响力。撤军后的美国将以“性价比”更高的方
式存在，而阿富汗则有再次陷入动荡之虞。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在这场持续 20年
的战争中，美国 2300余名士兵死亡，20000余人
受伤。截至 2020年底，美国为阿富汗的军事行
动花费8000多亿美元。从阿富汗撤军将撤出美
国投入的财力与人力，而非撤出影响力。美国
政府发布的《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明
确提出“鼓励中亚与阿富汗的互联互通”，表明
美国将阿富汗视为其扩大中亚乃至南亚影响
力的重要跳板。

美国撤军过程中的阿富汗动荡加剧。联合
国驻阿富汗援助团 4月发布的阿富汗平民伤亡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共有 573名平民被杀，
1210人受伤，比 2020年同期增加了 29%。而据

《纽约时报》报道，2021年 5月阿富汗死亡人数
达到自 2019年 7月的最高值。可以说，阿富汗
安全形势的恶化与美国撤军密不可分。

阿富汗的政治生态本就脆弱，安全形势岌
岌可危，而美国在重建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抽身
离开，更牵动各方利益，使阿富汗境内势力分化
组合，境内安全形势恶化。

事实上，阿富汗国内专家研究指出，从2001
到2021年，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从20年前
的个位数增加到20多个。

除了恐怖势力增长外，据美联社报道，阿
富汗贫困率也从 2007年的 36%提升到 2020年
的 47%，华盛顿的世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
尔·汉纳表示，“我们投入了太多资金，但收效甚
微”。喀布尔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执行主席塔米
姆·阿西警告，若阿富汗各方在 9月前无法达成
政治和解方案，那么阿富汗或面临与叙利亚相
似的血腥内战。

2001 年，美国以反恐为名攻打阿富汗。
20年间，美国扩大战略目标，不断向阿富汗输
出美式价值观。20年过去了，今天的阿富汗，
恐怖势力与贫困依然顽固，形势更加严峻，重
建之路任重道远。 □崔译戈

7月20日，阿富汗安全人员在首都喀布尔检
查一辆受损的汽车，有人从该车上向总统府发
射了火箭弹。

阿富汗安全官员20日表示，当天上午8时左
右，三枚火箭弹射向位于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所
幸没有击中，落在了总统府附近。 □新华社 发

近日，小城酷热难耐，正午走在街上，热浪袭
来，太阳炙烤着大地，真是划一根火柴，都能把空
气点燃。昨日夜半，小区突然漆黑一片，如巨石投
湖，竟让平静的夜晚激起无数涟漪，大家纷纷从蒸
笼一般的室内大汗涔涔地下楼，眼巴巴期盼着……
我的神思也游弋在那些年没有空调的日子。

我的少年时代曾生活在陕北子午岭自然保护
区一带，那里就像个天然大氧吧，群山起伏，林木
茂密，花草葳蕤。即使三伏天，早晚也凉爽宜人，
它昼夜温差的悬殊正应了那句“早穿皮袄午穿纱，
夜晚围着火炉吃西瓜”。

在朝霞微露的清晨，山风裹挟着河流与花木

的凉爽清香之气，我和小伙伴们会三五成群地上
山探寻野趣，那酸甜诱人的野樱桃、蛇莓子，还有
名目繁多的野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一
种味道都像磁带一样，由味蕾转存至脑海，记录
下我们甜如蜜汁的少年时光。

中午艳阳高照，我们躲在阴凉处玩跳棋，或
看着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小人书。最让我留恋
的就是夏夜，夜空中繁星闪烁，草丛中蛐蛐的鸣
叫合着稻田的蛙声，空气中带着一丝薄凉。我
们兴趣盎然地围坐在大礼堂看《牧马人》《城南旧
事》，这些经典影片，一直在岁月深处丰盈着我们
对盛夏的记忆。

上世纪 80年代，在我生活的那座小城，每到

盛夏街上随处可见卖冰棍和雪糕的，常常是一声
吆喝，孩子们蜂拥而上。记得上高一的那年盛
夏，我们十几个同学相约去桃曲坡水库玩，那里
依山傍水，景色秀丽。据说后来贾平凹先生就是
在那里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废都》，还将此地称
为“世外桃园”。那天我们大汗淋漓地走在陡峭
的坡路上，抵达时已是口舌生烟。幸好有同学拎
着草莓汽水上山，那种酸甜爽口，带着清新迷人
花果香味的饮料，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新潮的饮
品，每次忆起，香甜就溢满心房。

当年的夏天，没有空调冰箱，甚至有的人家连
风扇都没有，但蓦然回首，那些年的夏天却是故事

满满，我们过得悠然而快乐。正如钱红丽说的：
“多年的日后，这些逐一成了美丽的回忆，琥珀一
样被养在光阴深处，愈旧，愈显出尊贵。”

文在寅放弃奥运会期间访日文在寅放弃奥运会期间访日
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公使相马弘尚用

下流词汇评论韩国总统文在寅后，青瓦台 7
月 19日正式宣布，文在寅不会在东京奥运会
期间访问日本。因为强征劳工案等历史问
题，日韩关系这两年降至战后“冰点”。截至
目前，文在寅尚未与去年 9月就任日本首相
的菅义伟举行过面对面会谈。

多原因导致放弃访日行程

据韩联社 19日报道，韩国青瓦台与民沟
通首席秘书朴秀贤当天表示，韩日基于在东
京奥运会期间举行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可能
性，就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面向
未来的合作方向等进行了建设性磋商，但未
能取得预期成果。综合考虑其他情况，韩国
作出总统文在寅不会在奥运会期间访问日
本的决定。日本共同社称，菅义伟就文在寅
放弃访日表示：“关于其背景，我并无立场阐
述”。他表示，相马弘尚的发言“极其不合
适”，为使日韩关系恢复健康，愿本着日本一
贯立场与韩方进行切实沟通。

就在韩国政府宣布上述决定前，媒体爆
出相马弘尚在谈及韩日关系和文在寅时措
辞不当、发言失礼，而这可能是导致韩总统
放弃访日的导火索。有观点认为，相马弘
尚的发言贬低了文在寅改善韩日关系的努
力。韩联社援引青瓦台官员的话称，相马
弘尚的发言令人难以接受，事发后青瓦台
内部就是否应该继续推动总统访日一事产

生了怀疑。
日方没有接受韩方提出的条件也是文

在寅访日之行告吹的重要原因之一。韩国
观察人士称，韩国政府可能要求领导人会谈
取得日本取消针对韩国的贸易限制令这一
成果，遭到日方拒绝。在此情况下，青瓦台
认为，如果总统贸然前往日本却空手而归，
韩日关系的主导权或将移交给东京。韩国
《首尔经济》分析认为，韩日领导人会谈的告
吹，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韩日政府未能成功管
控本国舆论有关。特别是日本方面，在政府
没有正式表态的情况下，通过本国媒体“试
探舆论”，触及韩国的底线。

心理战从G7峰会起步

其实从 6月中旬的七国集团（G7）峰会
之后，韩日两国已经就领导人会谈展开外交
心理战。日本媒体数次报道称文在寅将在 7
月 23日访问东京，但青瓦台否认。韩国《韩
民族日报》梳理称，韩日领导人原计划在 6月
中旬召开的G7峰会上进行“简短会谈”，然
而这一计划却被日方单方面取消。之后，两
国外交部门一直在为文在寅出席东京奥运
会开幕式一事进行闭门协商，但在会谈时间
以及成果两个方面分歧巨大。《韩民族日报》
称，因为韩日未能就领导人会谈成果达成一
致，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了“挑衅性内容”，诸如日韩领导人会谈的时
间原则上大概是 15分钟，远低于韩国政府要

求的一个小时，而这等于流露出事实上是要
让文在寅当“陪衬”的想法。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
室副主任卢昊 19日表示，日媒此前频繁放出

“文在寅确定访日”的消息，主动泄露日韩外
交部门协商进度，旨在给韩方施加舆论压
力，促使其软化对日态度，配合日方缓和两
国关系。按照日方设想，文在寅如果在奥运
会期间访日，将成为日本重大外交成果，也
将为菅义伟政府提高支持率创造条件。文
在寅放弃访日，显然是顺应韩国民意之举。

新挫折影响美亚太布局

因为历史问题，日本和韩国向对方发起贸
易战。韩国还威胁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最终在美国的劝说下放弃这一决定。菅
义伟上台后，韩国一直提出要改善韩日关系，
并多次释放和解信号。不过菅义伟坚持“韩国
应该首先创造机会，才能改善日韩关系”的强
硬立场，导致两国关系未能“破冰”。

韩日外交冲突不断，让美国头疼不已。
据美联社周一报道，拜登一直呼吁加强美日
韩合作，以应对来自中朝的“威胁”，然而韩
日之间的摩擦仍在继续。《日本时报》19日评
论称，文在寅放弃访日还会产生更广泛的影
响，令美国拉近韩日关系的努力受挫。卢昊
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日韩关系将陷入新
一轮紧张，美国企图让韩日在亚太地区形成

“战略合力”的努力将遭到挫折。 □李文

□靳小倡

听 蝉
□李仙云

光阴深处的记忆忆

英国智库“新金融”7月 19日发布
报告说，英国排名前 200家顶级金融机
构的董事会中，女性占比在过去 5年间
增加至将近三分之一。

报告写道，英国财政部 2016 年
启动《女性参与金融宪章》以来，女
性在金融机构董事会占比从 23%增
长至 32%，在执行委员会占比从 14%
增加至 22%。

这份审视《女性参与金融宪章》对
金融从业女性影响的报告预测，按现在
增速，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女性占比将
分别在 2029年和 2033年达到半数。

金融监管部门说，希望以性别、
族裔和教育程度等维度的多样化
改善顶级金融企业的思维多样化。

英国《卫报》早先报道，英国大多
数大型金融企业已经设定多样化和包
容性目标，采取措施把高管薪酬与包
容性团队的落实情况挂钩。 □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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