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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9 月 12 日
在白俄罗斯布列斯
特州拍摄的俄白“西
部-2021”联合战略
演习现场。俄罗斯
与白俄罗斯武装力
量“西部-2021”联
合战略演习 9 日拉
开帷幕，实兵演练于
10日至16日在俄境
内9个射击场、波罗
的海水域以及白俄
罗斯境内5个射击场
举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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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宝原叫汉堡，都是我孙儿
的小名。汉宝百天时，家人小聚，
亲家提出“汉堡”有些俗，且上学
后恐会引来同学嘲弄，建议改
名。儿媳说她起的“汉堡”这个名
字叫起来亲切好玩，又显阳气，执
意不改，争执之下，我便折中提议
将“汉堡”改成“汉宝”，意即民族之
宝，全家赞同，皆大欢喜。

汉宝喜欢看书，晨起一个人能
静静地翻看画报约40分钟，到书店
找到喜欢看的书籍，便要我给他讲
解，听完一本他再找一本，不让离开
书店，汉宝绝不离开。

汉宝周末常会和我一起午休。
我编了一首《汉宝之歌》，“汉宝宝，睡
觉觉，我家汉宝睡觉觉；乖宝宝，睡觉
觉，闭上眼睛睡觉觉；睡觉觉，汉宝
宝，我家汉宝睡觉觉；乖宝宝，汉宝
宝，闭上眼睛睡觉觉。”每次抱着汉宝
唱着这首歌，汉宝很快就睡着了。
两岁半后，汉宝要自己睡，但要求我
唱着这首歌拍着他睡，便会很快进
入梦乡。汉宝有时玩着玩着或走着
走着，会情不自禁地大声唱起这首
催眠歌，还得意地改着歌词唱。

汉宝两岁十个月上小托班，不
到一周便适应，每天早上喊着爸妈
快点儿送他。在托班门口，别的小
朋友哭着闹着，抱着大人不肯进去，
汉宝兴高采烈地跑进去头也不回。
下学时别的小朋友眼巴巴地盼着爸
妈来接，汉宝却不愿回，还要继续在
班上和小朋友玩。

三岁四个月托班“毕业”时，汉
宝戴着博士帽，穿着博士服，和他最
好的朋友早早手拉着手从红地毯走
过，面对老师深情的离别告白，汉宝
似懂非懂，只是痴痴地看着老师。
当老师把给他制作的精美影集送
给他时，汉宝顿时兴奋起来，急不
可耐地打开影集看，绽放出灿烂的
笑容，全然忘记了正在举行的仪式。

今年 9 月，汉宝要上幼儿园
了，我问汉宝：“想上不？”汉宝说：

“想！”我问：“为啥？”汉宝正儿八经
地说：“因为有好多小朋友，能和小
朋友一起玩。”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张广才

那年的电影

在童年的记忆里，看电影是一件令人兴
奋和期待的事情，那个年代，偏远的乡村一年
也放不了几回电影，为了看电影我们常常要
赶脚跑路大费一番周折。

那时看的都是露天电影，多是黑白的，16
毫米（指胶片的宽度）映机单机放映，中间需
要停机换片，因而电影情节的连贯性不好。
偶尔能看一场彩色宽银幕电影，但需要买
票。我们常常买不起几毛钱的电影票，却又
特想看，于是在场外转来转去，围墙里电影中
的对话和枪炮声声声入耳，馋得人心绪不宁。

那年月的电影多以战争题材为主，看过
一场电影后，小伙伴们对剧中的情节能讨论
好几天，仍意犹未尽。有时为了剧中的一个
细节或者谁是奸细、谁是好人之类的问题争
得面红耳赤，非要分出谁对谁错，那种较真的
劲儿，现在想想真是好笑。

有时候公社的放映队来我们村上放电影，
吸引着大家早早围观，给放映员叔叔帮忙挂银
幕、架机器。那时候村上还没有通电，放映队
自带发电机。启动发电机时，用一根绳子或者
皮带，系到发电机的转轮上，用力一拉一甩，发
电机发出“突突突”的声音，如此重复数次，才

能将发电机启动起来。有时候机器不好使，大
概也像人会感冒发烧拉肚子一样，状态不好，
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启动着。每当此时，我
们就静静地站立一旁，两眼死死盯着发电机，
专注地看着放映员叔叔一遍又一遍地忙活。

后来我参军后在部队当了放映员，用的是
35毫米放映机，需两台机子交替放映，两名放
映员配合操作，中间不需要停机换片，观众可
连续看完整场。这时候彩色影片已经普及，黑
白电影退出历史舞台。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前不久去影院看电
影，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现在都发展成数
字电影放映机了，与之前的比起来，简直就是
迷你型、袖珍型的，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简便，
声光效果不知道好出多少倍。

想起多年以前那些傻大笨粗能拉半车的放
映设备，真是感叹科技发展今非昔比。3D影片
早已不是稀罕物，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观影
体验。电影院近在数百米之内，座位和家里的
沙发一样舒适。我扭头瞅瞅身边美滋滋地吃着
爆米花，依偎在爸妈身
旁欣赏电影的小朋友，
顿时感慨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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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洪祥老师是我当年读高中时的班
主任、语文老师。听过他很多课，得到他
很多教诲，有三堂课印象尤其深。

第一堂是语文课堂教学课。那是 20
世纪 70年代末的事了。

苏老师上语文课，给我的感觉很“活”。
每篇课文上课的方法不同，很少看教案，
给人兴之所至的感觉。课文内容处理上，
大开大合。常常在黑板边上写一首古诗
词，对语文学习，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抄在练习本上，有六七十首，后来还带
到了大学里。

他十分重视抓住学生的“心”。精神饱

满，声音洪亮，表情和肢体语言丰富，说话
风趣生动。从课文的相关内容生发出去，
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用知识滋润学生心
田。那时苏老师就常说，语文课上，学生
听课兴味盎然，考试不会差，后来的高考
成绩证明了这一点。

他把传“道”放首位。内容与社会现
实贴得很近，紧扣学生的思想实际，做到
文以载道。浓墨重彩，不厌其烦，讲做人
的道理。对我们“三观”形成有较大影响，
至今从一些同学身上能看到苏老师为人
处事的影子。

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给了学生的苏老

师，讲台边一站就是 45年，没请过一天病
假。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被评为全
国优秀教师，荣获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第二堂是书房现场教学课。
去年夏天，我和两个同学去拜访苏老

师。他很高兴，热情地引着我们参观他的
书房。书房约 10平方米，很简洁。进门
靠南，是一架书柜，上面整齐排列着语文
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三苏全书》等书。
北窗户旁，是一个电脑桌，电脑屏幕上，显
示着正写的文章。

我们几个围在桌边，苏老师兴致勃勃
地介绍，他 10多年前退休离开讲台后，就
把电脑搬回了家，学习在电脑上写作，不
懂就请教学生。用 5年时间，写成了自传
体散文集《回望平生》，后又出版了《今生
有幸》等书。

第三堂是线上视频教学课。
一段时间没跟苏老师见面，但在微信

里，有时能看到他参加关心下一代活动的
视频、照片、文字等资料。

最近的一次活动，是今年 7 月的一
天，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录制反映少
年儿童成长的节目，苏老师作为特邀
嘉宾参加。

教室宽敞明亮，小学生朝气蓬勃，黑
板上画着欢迎的花束，写着“热烈欢迎苏
爷爷”。苏老师接受少先队员敬礼、献
花、系红领巾。他很激动，向孩子们讲述
着他上学读书的故事。

三堂课，真切展示了苏老师的学
识、情怀和境界，是他一生执着教书育
人的一件事，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
的生动体现，给学生和后来者以启迪、
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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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腔的结缘是从幼年就开始的。我们
那个安全靠狗、叫人靠吼、出行靠走的闭塞偏
僻的小山村，虽然只有几十户人家，但却有一
个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自乐班。每逢过年、庙
会或谁家有红白喜事，自乐班都会演唱。我不
会走路时，父亲把我架在脖子上去看戏；我会
走路后，父亲拉着我的手去看戏；我七八岁的
时候，我都会自己跑去看戏。那时候，我虽然
看不懂他们唱的什么，但我爱听武场面铜器的
响亮和震撼，更爱听文场面的悠扬和婉转。

上初中后，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外活
动小组“音乐组”。在音乐组我学会了识简谱，
学会了拉二胡。那时候演奏主要是拉歌舞曲，
歌舞曲的音韵宽广，至少有两个八度，甚至有
三个八度，这就需要学会换把（即手指下滑）。
平常换一次把就可以，比较复杂的歌舞曲就要
换到第三把。拉二胡换把还是比较简单的技
能，更难掌握的是变调。那时候学校有文艺演
出队，我也在演出队拉二胡。遇到节日，演出
队就要排节目，有时也排一点秦腔小戏。

读大学的时候，学校有两个文艺团体，一
个是歌舞团，一个是秦腔团，我参加了秦腔团。所以，在校几
年，秦腔演奏就不曾生疏，也过足了秦腔隐。毕业后，我和同班
十几位同学被分配到乾县羊毛湾水库劳动锻炼。时逢党的“九
大”即将召开，水库指挥部组织参加劳炼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

“迎九大宣传队”。我被指挥部管宣传的陈老师叫去加入了宣
传队，宣传队主要排歌舞和活报剧。陈老师要求我们能排点秦
腔节目，可乐队的所有人都不懂秦腔。好在外语学院毕业的一
位贾姓女生说她会唱秦腔。于是我拉板胡和她练了几天，终于
让宣传队也有一个秦腔唱段。没想到那次为工地民工演出的晚
会上，只有我和贾同学的秦腔唱段得到他们的喝彩。

十多年后，我被调到省城的一家教育报刊社从事教育报刊的
编辑工作。在省城我曾两次被邀请到省电视台“秦之声”当评委，
也被陕西省秦腔协会选为理事。省城有许多自发组织起来的自
乐班，我常去他们演出的地方看戏。看得多了，我就有些手痒。
于是，我花千余元买了一把质量较好的二胡，参加了“秦腔北会自
乐班”的演出。秦腔北会每周六上午在环城公园演出，吸引了不
少戏迷前来观看。

回顾大半个世纪的经历，我今生与
秦腔确实是结下了不舍不离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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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
者 王守宝、高文成）伊
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
罕默德·伊斯拉米 9月
12 日在首都德黑兰与
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
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
西举行会谈后表示，双
方会谈具有“建设性”。

伊斯拉米在会谈
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
布会上说，格罗西是应
伊朗原子能组织的邀
请来到德黑兰的，会谈
的目的是在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规则框架内
为扩大互动与合作创
造机会。伊朗与国际
原子能机构之间所有
问题都是技术性的，

“政治问题在双方关系
中没有立足之地”。

伊斯拉米说，双方
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专家将到伊朗更换该机构在伊朗
核设施中安装的监控设备的存储卡，
并为这些设备进行必要的技术维
护。存储卡将按照惯例在伊朗封存。

格罗西表示，双方讨论了技术
层面的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
朗必须一起努力，拓展合作。格罗
西于 11 日深夜抵达德黑兰，在国际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即将于下周召开
会议前与伊朗方面进行沟通。

仪式延续多项传统，多国人士指出反恐需坚持多边主义

美国纪念“9·11”二十周年
综合新华社消息 9月11日是美国

“9·11”恐怖袭击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
纽约市等多地当天举办活动，纪念“9·11”
事件死难者。

拜登未发表演讲
当天，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夫

妇、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夫妇、前总
统比尔·克林顿夫妇、国会议员等美国
政要在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遗
址出席纪念仪式。

20年前的这一天，恐怖分子劫持
美国 4架民航客机，两架撞毁双子塔，
一架撞毁五角大楼一角，另一架在宾
夕法尼亚州坠毁，事件共造成近 3000
人死亡，其中双子塔 2700多人。

仪式上，从美国东部时间 8 时 46
分至 10时 28分之间的 6个时刻，人们
站立默哀，悼念当年这 6个时刻的死难
者。它们依次是第一架被劫飞机撞击
双子塔北塔、第二架飞机撞击南塔、第
三架飞机撞击五角大楼一角、南塔倒
塌、第四架飞机在宾州一处空地坠毁、
北塔倒塌。

作为从“9·11”事件一周年开始并
延续至今的一项传统，遇难者的亲友
代表在仪式上逐一念出他们的名字。

纽约市警察局的乐队在遗址现场
演奏《困苦时光不再来》，美国歌手布
鲁斯·斯普林斯廷弹唱歌曲《我将在梦
里见到你》。

拜登当天还前往宾州尚克斯维尔
的美联航 93号航班坠毁地和位于弗吉
尼亚州的五角大楼，参加纪念活动。

拜登当天未发表演讲。在尚克斯
维尔回答记者提问时，拜登讲述了他
与一位遇难者家属的友情并表示，恐
袭事件给遇难者家属带来的伤痛不会
因时间流逝而消减。

“9·11”事件时担任美国总统的乔
治·W·布什 11日在美联航 93号航班
坠毁地举行的纪念活动上讲话，称赞
机上 4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英勇无畏。
坠毁时，93号航班至华盛顿的飞行时
间仅余 18分钟。人们认为，这架飞机
原本会撞向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
或白宫，是机上人员勇斗劫机者，挫败
了这一图谋。

上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参加
上述活动，而是在纽约曼哈顿前往距
离特朗普大厦不远的警察分局和消防

站，看望警员和消防员。
夜幕降临后，作为另一项传统，纽

约市向夜空发射两束纪念光束。它们
的长度达 4 英里（1 英里约合 1.6 千
米），象征双子塔，周边半径 60英里范
围内可见。

此外，美军中士约翰妮·罗萨里奥·
皮查多的遗体11日被送回家乡波士顿。
她上月26日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的
自杀式炸弹袭击中丧生，年仅25岁。

反恐应拒绝“双重标准”
“9 · 11”事件二十周年之际，多国

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指出，20年来，美
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并未给
世界带来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需
要各国凝聚共识，加强合作，综合施
策，而不应成为个别国家谋求私利、维
护霸权的借口。

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专栏作
家穆斯塔法·阿明说，美国以“9 · 11”
事件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间接造成
了过去 20 年中东地区混乱不堪的状
况。“9 ·11”事件还成了美国干预地区
事务的借口。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系主
任朱志群说，美国及其盟国在阿富汗

“经营”20年后匆匆撤出，阿富汗反恐
局势的不确定性更高了。美国乃至整
个国际社会需要深刻思考，国际和一
些地区冲突仅仅通过单边军事干预和
战争无法解决，根本出路还是多边谈
判和协商解决。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
奥·里奥斯说，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各国
长期合作，而且要建立在达成共识的
基础上，反恐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恣意
妄为的借口。

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
斐尔·图朱说，面对恐怖主义，没有一
个国家能够“免疫”。世界所有国家需
要相互合作，联合打击恐怖主义。解
决贫困问题是全球反恐的出路之一，
生活富裕会减少恐怖主义滋生。

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研究》杂志社
主编、社会学博士阿扎马特·谢伊托夫
表示，当前，国际恐怖分子在互联网上
日渐活跃，要遏制和防止恐怖袭击，就
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世界各
国需要在坚持多边主义和拒绝“双重
标准”的基础上强化国际合作。

联合国正在步入“2.0时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在他的最新报告

中指出，当今世界“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承受着巨大
压力”，多边主义正经受联合国成立以来最严峻的
考验。新的世界格局呼唤新的国际治理理念，如
果不践行“有效的多边主义”，人类将陷入极度危
险的境地。

古特雷斯 9月 10日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他关
于全球全方位合作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
程》。报告指出，目前世界局势“极度不稳定”，从
延宕一年多的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全球性卫生危
机，到威胁人类生存的气候灾难；从国家间信任度
下降，到人类社会严重缺乏凝聚力；从核威胁风险
上升，到人类对大自然“自杀式的战争”，人类正处
在一个“关键时刻”。

多边主义制度体系被视作全球治理的基石，
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越来越严峻的全球性威胁

与挑战持续增加，多边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
改变。古特雷斯认为，以“有效多边主义”为内核
的“联合国 2.0时代”已经到来，应摒弃单纯追求发
展速度而忽视环境和发展质量的“唯GDP论”，不
平等以及贫富悬殊等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必须得
到解决。全球治理难度的增大预示世界正进入一
个“多边主义的新时代”。

为有效解决国际重大关切，古特雷斯期望
领导人在新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建议召
开一次“未来首脑峰会”，讨论长期存在的和平
与安全问题，制定“和平新议程”，并通过这次峰
会，解决“如何保障未来达成新的全球共识”等
重大问题。

他还提议在二十国集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
理事会、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联合国秘书长之
间举行两年一次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高级别会

议，旨在创造一个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复原力
的全球经济。

古特雷斯建议在 2022年举行转型教育首脑会
议，为全球 18 亿年轻人增加机会和希望；在 2025
年组织召开全球社会首脑会议，为所有人创造基
于人权和尊严的和平、安全的社会。

在“联合国 2.0时代”，国际治理必须科学化。
古特雷斯建议成立“未来实验室”。该实验室将与
包括政府、学术界、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合
作伙伴合作，发布涉及大趋势和灾难性风险的定期
报告。同时，建立一个应急平台，以更强的全球卫
生安全体系更好地应对全球性危机。

联合国改革是新时代的特征之一。古特雷斯
建议对联合国六大主要机关之一的托管理事会进
行改革，使之成为关注子孙后代重大问题的全新
平台。 □王建刚

英国食品制造商今年整个夏季陷入困境：缺少工
人收割蔬菜并配送至商场。一些业内人士把这归咎
于脱离欧盟造成的影响。

尽管全球许多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遭遇食品短
缺，但布朗认为，一个独特原因令英国的情况更困
难，那就是“脱欧”。

以往每年中的几个月，一些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
利亚的季节性工人在英国收割蔬菜，如今这类工人短
缺。布朗说，这意味着他种植的作物中有 10%至 15%
浪费，价值大约20万英镑（约合179万元人民币）。

最紧迫的问题可能是卡车司机短缺。英国物流协

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英国卡车司机缺口可能介于 9万
至 12万人。尽管“脱欧”并非司机短缺的唯一原因，但
无法轻松雇用欧洲大陆司机令英国食品行业头疼。

路透社上周报道，受“脱欧”相关贸易壁垒影响，
英国今年将跌出德国十大贸易伙伴之列，系 1950年以
来首次。英国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 1 日英国正式退出欧洲单一市场和欧
盟关税同盟以来，英欧双边贸易额明显下滑。

英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英国国内生
产总值 7 月接近停止增长，部分原因是供应链不畅和
劳工短缺。 □卜晓名

英国食品供应链劳工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