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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休假回了趟老家。一大早，我
便趁着雨后初晴的凉爽，上坡去捡蝉
壳。近几年，蝉壳价格一再上涨，所以老
家的妇女们这阵儿都出动了，整条大山
沟到处都能碰到三五个捡蝉壳的人。而
我，并非是为了蝉壳涨价而来的，我是想
从捡蝉壳的过程中得到一种人生的感悟
或其他什么。

今年的夏天不比往年，雨水特别
多。今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心情也格
外舒畅，于是从家中随便翻
出一个小塑料袋，出门往
马黄沟方向去了。果然，
在途中就看见了几只昨夜
刚蜕下来的蝉壳，它带着
泥土的清香倒挂在路旁的
枝叶下，于是我大步跨上
前去，踮起脚尖伸手去摘
壳子。别看这捡蝉壳，学
问还不少呢。同是一条
沟，或一片荒地，有人捡得
多，有人捡得就少。当时就
纳闷，为什么我总是捡不过
人家呢？后来，经过反复观
察认真思考，才悟出一个道
理：无论干什么事，都得像
这捡蝉壳一样，安下心，扎下根，认认真
真地捡，当心静下来了，就会看见树叶的
背面倒挂的蝉壳。

捡蝉壳，最好选在早上，因为蝉一般
都会在夜间拱出深深的土壤。刚出地面
的蝉，其形态呈椭圆状，暗黄色，全身被
一层淡绿色的壳严实实地包裹着，头上
有两只黑色的眼睛，胸前的六只足快速
向前迈动。当它爬上一棵树或一株小
草，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就将胸前的六

只足牢牢抓住，随后便会一动不动停上
四五分钟。接着，蝉的背部隆起，背中央
裂开一道长约两厘米的口子，两三分钟
后，蝉的头和胸部就基本冲出背部的裂
缝了。它大约停了一分钟，聚集了全身
的力量，身体猛地一颤，用最大力气把那
绿色的头和胸部翻出壳外。接着，两只
前足慢慢从壳中抽了出来。这一连串的
蜕壳动作，用了足足十多分钟。喘息未
定，蝉的身体又开始向后翻，直到半个身

子与蝉壳呈垂直状态，才静
止不动。稍顷，蝉的身子又
开始翻动，就像做体操一
样，前足钩住蝉壳，然后，尾
部慢慢隆起，尾尖从壳中蜕
出。刚蜕完壳的蝉是淡绿色
的，还未展开的翅膀也是淡绿
色的。然而当蜕去壳的蝉与
空气接触一段时间后，身体就
会慢慢变成褐色，同时身体
和翅膀也变硬了，等早上太
阳出来一照，血充满它的双
翼，便展开翅膀起飞寻找食
物，而蝉壳却留在原处，很
长一段时间都不会脱落。

蝉壳是一味中药，是蝉
羽化时蜕的壳。主要具有宜散风热、利
咽、明目退翳以及祛风止痉的作用。足见
它的功效之大和作用之广。

大约早上 10点，我已跑遍了马黄沟
的沟沟岔岔。途中免不了遇到几个少年
时的伙伴，见面一阵寒暄之后。我们就
拿着各自的战利品，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捡蝉壳，让
我懂得了许多做
人做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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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哪里

小时候，我们常唱《幸福在哪里》，美妙的
歌曲给出的答案是：在辛勤的工作中，在艰苦
的劳动里，在晶莹的汗水里；在精心的耕耘
中，在知识的宝库里，在闪光的智慧里。劳动
会带来幸福，这没有错，因为劳动会创造财
富。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新
事物、新消费的不断追赶和刺激，人们的幸福
感却不断稀薄。身心疲惫时，常有人自问：吃
得好穿得好、有房有车、衣食无忧就是幸福

吗？这自问里，弥漫着困扰和迷茫。
很显然，没人能回答。因为幸福从来都没

有标准答案。它虽然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
话题，但首先是个私人性的问题，是自己的感
受，是安全感、成就感、亲情感等等众多感觉混
合成的一种满足感。

我们常说，知足者常乐。物质的追求是无
穷尽的，欲望的深坑也是永远填不满的，相反
只会越挖越无深。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生
成了一套自身的平衡系统。如果你总和别人
去争胜负、比高低，即便你腰缠万贯、位高权
重，脸上也未必会有开心的笑容。

幸福美如鲜花，却从来都不高深，它是你
天长日久落实下来的活法。孔子曾盛赞颜回：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的快
乐，告诉我们，幸福不是一个容器，不是把名、
利、吃喝玩乐装满了才有幸福。幸福是一种心
境，是对世界对自己的肯定和接纳。

幸福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自己对自己、
对世界的握手言和。有时候，我们也许改变
不了自身的命运，但是我们能改变自身对命
运的态度。就像“半杯水”的故事，知足者看
见的是自己目前拥有的东西，而贪婪者耿耿
于怀的是得不到的东西。同样的半杯水，喝
在不同人的嘴里，自然会有截然不同的滋味。

由此说来，幸福的根本在于要达到内心
的平静，寻到一条与自己、与世界和解的通
道。这通道只能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之
上，与宽窄、造型、豪华美观没有多大关系，而
在于它是不是一条林阴道，枝繁叶茂，能及时
收集你的影子，陪伴你、给你阴凉，记录你的
足迹，护卫你的成长，使你的行走更加坚定、
从容，同时又有风吹
树叶所发出的惬意
和恬静。

□
杨
孝
琴

沉
甸
甸
的
纪
念
章

沉
甸
甸
的
纪
念
章

□佟雨航女儿的一碗面
那年他三十岁，相继遭遇了人生中两次

最悲惨的经历：一开始是他养家糊口的工作
没了；再后来是他老婆抛下六岁的女儿走了。

那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低谷灰暗的时
刻。他每天借酒浇愁，不醉不归，回到家倒头
就睡，整夜沉醉不醒。一天晚上，他再一次喝
得酩酊大醉而归，衣服也不脱就一头扎在床
上，呼呼睡去。那晚，他喝得实在太多了，第
一次吐了，吐得一塌糊涂，满地都是秽物。吐
过之后，他觉得身上轻松了不少，翻了个身又
呼呼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恍惚听到一个稚嫩的童
声轻声呼唤：“爸爸，起来吃面！”接着，便闻到
丝丝缕缕的面香。他艰难地睁开朦胧睡眼，看
到床前立着一个瘦小的身影——六岁的女儿，
手里捧着一碗面，叫他起来吃。那面冒着丝丝
香气，在他鼻孔间萦绕。他使劲晃了晃头，清

醒了一下大脑，然后开始感觉到胃部丝丝拉拉
有点痛，这才恍惚想起，昨晚他吐了，可床头、
地板却很干净。最后，他发现自己的衣服上，
有一点秽物的留痕，他马上明白，是女儿帮他
清理过了。

面的香气，诱惑着他的肚子咕咕叫。他接
过女儿递来的面，一下子呆住了。那是怎样的
一碗面啊？女儿没等水沸就下入面条，几根几
根黏在一起，形成粗粗的一绺儿，他挑了一箸面
放进嘴里，面煮得半生不熟，盐也放多了，很

咸；面汤上漂着黄色的油花，显然是油没热，就
加了水，一股生油味儿。女儿煮的面，真的难
以下咽，但他还是狼吞虎咽地吃完了。

吃完面后，他似意犹未尽地抹抹嘴，问女
儿：“你是怎么煮的面，怎么这么好吃？”女儿兴
奋地向他讲述了一遍。女儿又问：“爸爸，我煮
的面真的好吃吗？”他把流到腮边的泪水擦了
擦，说：“好吃，可好吃了。我女儿煮的面是世
界上最最好吃的面！”女儿听了，高举着小手欢
呼雀跃起来：“那以后你每天晚上喝酒回来，我

就每天煮面给你吃……”
忍了很久的眼泪掉了下来，他把女儿搂在

怀里，摸着她的头说：“爸爸以后再也不喝酒
了。”那以后，他果然没有再喝过一次酒。他在
中学门口摆了一个修车摊儿。那一年，他也把
女儿送进了学校。

如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女儿
早已大学毕业，在外企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
作。女儿每晚都会给他煮一碗面。煮面、吃
面，成了他和女儿每晚的必修课。

他至今仍记得女儿煮给他的第一碗面，
是那碗面给了他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
心。那是他今生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因
为那碗面里融进了女儿对他的爱和期许。

“七一”前夕，父亲获得了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归属
感、幸福感、荣誉感瞬间包裹
了他的身心。

1966 年，几个“二梁子”把
一社员家的几块红布、100多斤
豌豆黄子掮到大队部。父亲在
社员大会上申明：“解放后，国家
没有划第二次家庭成分，没有再
出台没收财产的政策。红布、
豌豆黄子，都是辛勤劳动所
得。节约归己，人家吃饭把碗
都舔干净了才去洗，你们谁没
看见过？谁掮来了人家的红
布、豌豆黄子，谁给送回去！”那
几个“二梁子”见父亲讲得合情
合理，就原封不动地把东西给
人家掮回去了。正因为父亲坚
持原则，敢于直言，善于担当，
保护了一大批干部、社员的财
产安全，使得区域社会治安良
好，生产生活有序进行。

党中央号召“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父亲带领社员积
极响应，白天修田造地，晚上开
会搞路线教育。没房住的困难
户，他组织劳力给建房，亲手写申请，到公社争取
救济款。那时，公社一年只有300元救济款，父亲
一次就争取到了150元。

二三月，家家户户即将断粮断炊，父亲带人
去河南郑县购买干苕片。郑县农户聚集成一个
一个的集，大集 100多户，小集 10余户。父亲先
到各集找村干部洽谈，再到各个生产小队找会
计称重、核算、拉东西。有人管吃管住了，他们
就住在集里，没人管，就蹲在火车站熬一夜，三
天跑了十几个集买到 5700多斤干苕片，运到火
车站，码满站台，很快就被送到陕西。

向各户发完干苕片，父亲紧锣密鼓办起了
大队林场，在距离大队约 8 公里的铁炉沟大山
上建仓库、住房、厨房，抽调 15 个硬劳力去植
树造林、耕种粮食蔬菜、养猪养鸡。山上土地
肥沃，粮食蔬菜年年大丰收，社员吃不完了，就
扛到公社粮站由国家代储，用于救济困难户、
五保户、军烈属。

父亲 40多年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卸职后热
心新民风建设、安全饮水等，协助设计、埋设饮水
管网，义务管护水源、蓄水池、管网，多次拄棍翻山
越岭去查看水源地不通水的原因，疏通水路。每
当暴雨过后，家家户户水龙头没水，父亲总是第一
个去排查解决问题，直到各户饮水恢复正常。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激励着父亲更加
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生命不息
奉献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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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
日内瓦的拉格朗热别墅举行会晤。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发表署名文章《论俄
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普京在文中
深入阐述俄乌历史渊源和曾经的亲密关系，论
证乌克兰倒向西方的恶果，呼吁乌克兰不要成
为西方国家的“反俄工具”。

普京的“执念”？
追溯历史，俄乌两国渊源深厚，乌克兰首都

基辅是东斯拉夫文明的摇篮。苏联解体后，俄
乌保持密切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俄罗斯一直
是乌克兰重要的经贸伙伴国。

普京在文中用大量篇幅回顾俄乌两国历
史，多方面论证两国有共同的信仰、文化和相似
语言。他指出，从 20世纪 90年代到现在，俄罗
斯为乌克兰独立和发展作出许多贡献，为其带
来数百亿美元的收益。

事实上，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后，发展水
平每况愈下。如普京所言，乌克兰目前是欧洲
最贫穷的国家，乌曾经引以为傲的高科技产业
如今举步维艰，其落后原因并非在勤劳勇敢的
乌克兰人民，而在于乌克兰精英挥霍了几代人
的成就，否认历史，并自愿成为“西方人质”，参
与全面“反俄项目”。

普京表示，尽管乌克兰被西方拖入反俄游
戏，俄罗斯仍对俄乌对话持开放态度。他说，

“只有在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中，乌克兰才有
可能获取真正的主权……俄罗斯过去和将来
都不会反乌克兰”。

有西方学者认为，普京对乌克兰有着异乎
寻常的“执念”，执意将乌克兰拉入俄怀抱。
2014 年以来，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受到西方
制裁围剿，俄与西方进入相互猜疑和敌对状态
的恶性循环。即便如此，普京至今仍不肯“放
弃”乌克兰。

实际上，俄罗斯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不计
成本地“拉住”乌克兰，主要原因在于乌克兰是
俄抵御北约东扩的屏障，也是俄南下的战略通

道，其外交政策与俄国家安全利益
以及发展战略紧密相关。

重构文明认同
普京署名文章提到，俄乌两国

的精神和文明纽带已形成几个世
纪，它们的源头是相同的。

一方面，俄欲在西方重压下重
新建构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基于
共同历史的文明认同。俄罗斯认为
俄乌文化相近、密不可分，但如今越
来越多的乌克兰民众希望融入欧
洲，这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引发俄乌
冲突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俄欲维护传统价值
观，抵制西方文明侵蚀。普京执政
以来，俄罗斯强调回归传统，在传统
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保持特

色并实现国家现代化。普京指出，俄罗斯社会
团结的支柱在于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传统价值
观，传统价值观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

俄罗斯最近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
要加强俄传统精神和道德价值，保护俄罗斯人民
的文化和历史遗产。而作为“斯拉夫三兄弟”之
一的乌克兰一旦在思想文化上全面西化，与其同
根同源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将遭受极大冲击。

打出“温情牌”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

一度升级，虽然目前局势有所缓和，但战火重
燃的风险仍在。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塔拉斯·库
齐奥认为，普京的文章为俄罗斯未来与乌克兰
爆发冲突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美国智库大
西洋理事会专家彼得·狄金森认为，如果时机
成熟，俄可能会寻求以传统的军事途径来解
决乌克兰问题。

事实上，普京此文并不意味着俄计划发动
战争，而是对乌使出“软招”，向乌克兰民众打

“历史情感牌”。6月的“普拜会”上，美俄两国
就乌克兰问题达成暂时妥协。俄罗斯在乌克
兰问题上面临的西方压力有所减轻，普京也因
此有了打“温情牌”的机会。

普京在文章中强调，许多乌克兰民众是在
乌政府的逼迫与恐吓下被迫反俄。此番言论实
际上是试图越过乌政府，直接向乌民众喊话。

除了向乌民众喊话，普京也向西方反俄势
力发出警告，展现在乌克兰问题上与西方对抗
到底的决心。他在文中点明，俄乌问题的症结
在于西方，“乌克兰一步步被拖入危险的地缘政
治游戏，最终成为西方反对俄罗斯的跳板”。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一直利用乌克
兰问题压制俄罗斯。只要这一目标不变，俄美
关系就不会有明显好转，乌克兰问题也难以彻
底解决。 □李天毅

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在全球加速
传播，多个国家和地区疫情卷土重来甚至
再现疫情高峰，全球抗疫正面临严峻挑战。

传播加速

德尔塔毒株正以极快速度席卷全球。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截至 7月 25
日的一周已在至少 13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
导致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激增。世界
卫生组织先前预判，德尔塔毒株传播力强，
将在未来数月成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
目前全美近 90%的地区新冠确诊病例数都
在攀升，各项关键指标大幅反弹，这与高
传染性的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有很大关
系，德尔塔毒株导致的确诊病例估计占近
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 83.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数已连续 23 天超过 1000 例，其中感染
德尔塔毒株的病例大幅增加。韩国中央
应急处置本部官员孙映莱 7月 26日表示，
7月 18日至 24日，韩国本土新增确诊病例
中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比例为 48%。

法国卫生部 7 月 25 日说，由于变异新
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法国蔓延，法国正经
历第四波疫情。

防疫变难

世卫组织上周的疫情周报显示，一项

新研究发现，感染德尔塔毒株的人群从
暴露于病毒环境中到首次核酸检测结果
呈阳性平均时间为 4 天，而其他变异毒
株的平均时间是 6 天。此外，德尔塔毒
株感染者的首次检出病毒载量比原始版
本新冠毒株感染者高 1200 倍以上，这意
味着德尔塔毒株在感染初期的复制速度
更快、更具传染性。

为应对来势汹汹的德尔塔毒株，多国
被迫调整或出台新的防疫措施。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7 月 28 日
说，美国 66.6%的县新冠病毒传播风险高，
应立即恢复室内戴口罩规定。白宫则决
定，7月 28 日起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否接
种过疫苗，在室内均需戴口罩。

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克莱
芒·博纳日前表示，如果新增确诊病例数
持续攀升，法国政府不排除重新采取宵禁
等措施。荷兰、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国近期也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澳大利亚 6个州中已有 3个州宣布“封
城”措施，要求当地居民非必要不外出。澳
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席卫生官珍妮特·扬表
示，一些感染者之间只是非常短暂地接触。

“新冠疫情暴发之初，15分钟的密切接触令
人担忧，但是现在，这一时间是5到10秒。”

疫苗有用

德尔塔毒株的蔓延更凸显疫苗接种

的紧迫性。专家指出，目前接种疫苗对预
防德尔塔毒株感染仍有效，呼吁加快推进
接种，以降低出现更多变异病毒的风险。

一些国家的新增感染病例往往与未
接种疫苗有关。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
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7 月 25 日表
示，美国的新冠疫情实际上已成为未接种
疫苗群体的疫情。目前美国仍有约半数
人口未完全接种疫苗，而近期美国新冠死
亡病例大多来自未接种疫苗的群体。

韩媒援引国内防疫专家分析称，韩
国第四波大流行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原
因之一是尚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年轻群体
中确诊病例骤增。法国总理卡斯泰 7月
21 日表示，在该国 7月 20 日报告的超过
1.8 万例新增确诊病例中，96%未接种新
冠疫苗。

英国伯克希尔和萨里病理服务部
的病毒学顾问斯蒂芬·温彻斯特博士
说，随着越来越多人接种疫苗，感染风
险可以进一步降低，从而阻止德尔塔毒
株感染病例的增加。

欧洲药品管理局和欧洲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近日也呼吁欧盟公民尽快按要
求接种疫苗。欧洲药管局表示，尽管德
尔塔毒株传播力更高，目前接种疫苗仍
然是最好的保护办法。此外，已有部分
国家宣布或正考虑为部分人群打新冠
疫苗第三剂加强针。 □邱丽芳

为防止夏季出境旅游人员回国提升新
冠病毒蔓延风险，德国警方自 8 月 1 日起
加强对回国人员新冠相关检查。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警方启动各边境
口岸入境人员抽样检查。依据最新规定，
年满 12 岁的回国人员无论经何种交通方
式回国，必须持有新冠检测阴性证明、疫
苗全程接种证明或新冠康复证明方可入
境。上述要求先前针对民航航班乘客。

新规要求，所有从被德国疾控机构罗

伯特·科赫研究所定义为“变异病毒蔓延
国家”回国的德国居民必须持有新冠检测
阴性证明，无论他们能否提供疫苗全程接
种证明或新冠康复证明。

依照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
名单，巴西和乌拉圭被列为“变异病毒蔓
延国家”。

德国警方说，不会对无法提供相关证
明者当场罚款，但会将其违规的报告提交
有关部门。

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约阿希姆·赫尔
曼呼吁外出度假者遵守规定，强调“我们
必须尽全力把新增感染病例降至最低”。

依照新规，具有较高感染风险的地区
包括被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列入“变异病
毒蔓延国家”和“高风险地区”名单的国家
和地区。该机构曾将英国、印度、尼泊尔、
俄罗斯和葡萄牙列入“变异病毒蔓延国
家”名单，后自 7月 7日起将这些国家降级
为“高风险地区”。 □乔颖

德国警方加强旅游回国人员新冠相关检查

普京为何突然对乌克兰打“温情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