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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食物当中，泡馍无
疑是北方人的传统美食之一。
小时候家里穷，泡馍对我们来
说简直就是奢望，每每提起泡
馍，就会口舌生津，似乎“此物只
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对于泡馍的憧憬和向往，几乎
伴随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那时候我们偶尔吃上一
顿泡馍，大多是将锅盔掰碎再放点大肉，间或
也有放牛肉的时候，那多是村里的耕牛老死
或者在放牧时不慎摔死后杀掉分的，分到每
家每户也就那么一小块儿。当时耕牛是村里
的主要劳动力，轻易也不会死，所以我们偶尔
吃上一顿所谓的牛肉泡馍，简直就是奢侈。

大学毕业后，我从乡下来到省城，通过多年
奋斗，在省城结婚扎根，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
善，反倒越来越怀念昔日奉为神品的泡馍了。
西安的饮食全国有名，泡馍更是当仁不让占有
一席之地，不光有牛肉泡馍，还有羊肉泡馍以及
小炒，做法不同，原料各异，口味也有别，尤其是
加上糖蒜和辣子酱，常常吃得人满头大汗，痛快
淋漓，真是齿颊留香，回味无穷。在西安，有名
的泡馍当数老孙家饭庄、同盛祥、天锡楼等几家
泡馍馆。每到饭点，几乎家家客人爆满，有时
还要排队等待，由此可见人们对泡馍的钟爱。

这些年来，别人请我，我请别人，勿论普通
泡馍，就是优质泡馍也经常去吃，价钱也不便
宜。每当此时，我就会想起已经作古的祖父
和父亲，以及年迈体衰的母亲。在我孩提时
代，他们都说不爱吃泡馍，让我和弟弟妹妹多
吃，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其实也喜欢泡
馍，尽管他们年长我们许多，吃泡馍的次数却
并不比我们多。每当此际，我的心中难免潮
起浪涌，泪流满面，感慨还是当今社会好呀！

假如祖父和父亲还能回到我的身边，我要
好好请他们吃上一回、十回甚至一百回泡馍，还
得要是优质泡馍。可惜阴阳两隔，树欲静而风
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泡馍成了我心中永远的
痛楚、牵挂和最爱！

一 簇 小 花一 簇 小 花
□王慧春

□宋扬生命的色彩
冬的田野，反倒比秋时多出几分生命的色彩。
红的萝卜露出小半截粗壮的身体在外面，

张扬着鲜艳的色泽；小叶胡萝卜则矜持了许
多，把暗红的根茎紧埋在泥土深处；蚕豆花和
红油菜花是此时仅有的会开的花儿，蚕豆花瓣
羞赧地蜷缩在一起，浅浅的粉色，永远只开在
大片的蚕豆叶底下，被覆盖、被阴遮，俯瞰只是
成片的绿；红油菜顶着黄黄的小花，花儿并不
舒展，试探着开了，零零星星，似乎不急于如开
春后那样火急火燎地绽放；青油菜是懂得韬光
养晦的智者，还不想在这个季节有所作为，只

默默地把叶片往邻居家延伸。
于是，一大片的青油菜铺陈出碧绿的地

毯，等到来年三月，定是满地菜花流黄金；绿
葱一排排笔直地挺立着，谁说不是宫廷训练
有素的御林军？小葱自由得多，被随意点播
在土地的角落，也如佛的千手，葱头唯一，无
数葱叶乱举。那一丛佛手瓜（兔儿瓜）藤蔓缠
绕着什么支架？原来是一棵小树。佛手瓜不
是八月成熟吗？走进细看，还有嫩嫩的小果
躲在叶子底下，真有兔嘴一样的外形。这可
爱的小果是被八月遗弃的孤儿，还是十二月

寒气里傲时逆生的精灵？这佛手瓜丛崛起的
腰背，在高楼夹缝里像躁动着生命的兽脊。

我仿佛看到冬与一个城市的图腾。
城市的图腾是红的萝卜、是青的油菜、

是绿的葱叶、是褐的土地，更是一锄一锄开
荒的人们。

人们来了，放下手里的麻将、关掉聒噪的
电视机。他们把目光聚焦在城市这一小块儿
已征用但尚未被开发的土地。薅去野草，捡
走断砖，买来种子……一片荒置几年的宅基
地又有了生命的气息。

没有水，去附近的小河挑；无法蓄水，找废
弃的浴缸、木桶。这片土地的老主人也来了，
也许只因放不下住了几十年的老家。来宅基
地转转，种下一点蔬菜，就如同家还在这里。
这片土地又多了一些新主人，大家用断砖拦出
田界，共同开荒种地，相安无事。姗姗来迟的
人在望地兴叹后，奇迹般地在凿不开的混凝土
上填土成田，居然也像模像样，自成体系。他
们种下的生命种子，
正在城市的角落悄悄
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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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本周开会，将影响油价涨跌？
国际油价上周末暴跌后，11月 29日突然触底

反弹。
截至北京时间 11月 29日 10时 20分，纽约商

品交易所 2022年 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 3.28 美元，至每桶 71.43 美元，涨幅 4.8%；
2022年 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3美元，至每桶 75.75美元，涨幅 4.2%。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突然出现，一
度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恐慌。上周五，美股道琼
斯工业指数和标普 500 指数遭遇近几个月来最
大的单日百分比跌幅。其中，道指重挫 905.04
点，跌幅高达 2.53%。受美股及变异毒株的利空
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3.06%，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1.59%。
有数据显示，这是 2020年 4月以来，纽约油价和
布伦特油价出现的最大单日跌幅。

不过，国际原油价格周一又止跌返涨。对
此，业界人士表示，由于奥密克戎毒株改变了市
场预期，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油价仍会在高
水平上波动加剧。

华泰期货研究院分析认为，新毒株的出现和
进一步的防疫“封锁”预期对线下消费、航运和
出行造成剧烈冲击，原油和以原油为成本的商

品首当其冲，其次是全球经济预期调整下的各
项工业品。至于全球市场未来的走向仍需要关
注四大问题：现有新冠疫苗是否对新毒株失效、
是否会引起更多的防疫控制政策、新毒株将如
何扩散以及全球研发新型疫苗的周期。

除了奥密克戎毒株的影响外，国际油价 26
日大跌的原因，或许与美国等石油消费国决定
释放战略石油储备，致使 2022 年上半年油市的
供应过剩有关。

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
欧佩克产油国（“欧佩克+”）计划 12月 2日举行
部长级会议，这对国际油价将有更直接的影
响。此次会议将讨论明年 1月份的石油产出计
划，还将评估新型变异毒株对市场的影响。不
过鉴于“奥密克戎”引发国际油价暴跌后，能源
交易商维多集团认为“欧佩克+”大概率将采取
谨慎立场，可能暂停原定增产计划。

去年由于新冠疫情冲击石油需求，欧佩克与非
欧佩克产油国曾达成协议，每日减产近 1000 万
桶，相当于全球产量的 10%。今年 4月，欧佩克与
非欧佩克产油国决定从 5月开始逐步增加石油产
量，7月又同意从8月起每月将总产量日均上调40万
桶。如今看来，增产计划仍然充满变数。 □查睿

岁末购物季来临 美国为何频现“零元购”
新华社北京11月 29日电 进入岁末购物

季，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一场疯狂的“零元购”风
潮席卷美国多地。

所谓“零元购”，指不法分子聚众“快闪”式哄
抢、砸抢。受害商家有大型连锁店，更有街头小商
铺。警察往往无能为力，暴露美国司法体系漏洞。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警方消息报道，26
日“黑色星期五”20时左右，至少 30人闯入明尼
苏达州伯恩斯维尔市一家百思买商店，抢走数
量不详的电器。

“零元购”为何高发？据美国媒体分析，一
些案件与新冠疫情有关，一些哄抢在示威演变
成骚乱时发生，但更多原因源自美国司法体系
和社会治安的痼疾。

一是执法部门一般不会优先处理此类案件。
这类抢劫犯往往戴口罩或面罩，监控录像难以识
别。即便被逮捕，他们通常不会面临严重后果。前
执法官员皮特·埃利亚迪斯认为，执法部门缺乏相
关资源，涉案人员甚至可能因监狱人满为患而不必
坐牢，意味着此类案件有时会被搁置。并且，检察
官会因案件优先级不高而缺乏起诉嫌疑人的意愿。

二是涉案人员犯罪成本较低。例如，为缓解
监狱过度拥挤状况，加州一项地方性规定把盗窃
重罪门槛从 500美元提高到 950美元。在 SRMC
安全咨询事务所负责人琳达·比尔看来，这意味着

“对低级别犯罪而言，收益远远大于风险”，给犯
罪分子“创造了操纵司法系统的机会”。

三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多是“零元购”幕后黑
手。他们雇人作案。伊利诺伊州司法部门负责
人夸梅·拉乌尔说，犯罪集团每年给全国零售商
造成大约 450亿美元经济损失，“这些明目张胆的
暴力犯罪是由复杂的犯罪组织所犯下的，他们参
与了毒品贩运、人口贩运和其他严重罪行”。

四是销赃渠道便捷，难以打击。当事人得手
后，可以经由电子商务平台等多种渠道，顺利转
手赃物。这一过程几乎不受执法部门监管。

1111月月2525日晚日晚，，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一家奥特莱斯购物洛杉矶一家奥特莱斯购物。。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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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拍摄的伊核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
总司长级会议现场。 □欧盟驻维也纳代表团供图

新华社德黑兰11月29日电（记者 高文
成 王守宝）经历 5个多月停滞后，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相关方 29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就美国、伊朗恢复履约举行新一轮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伊朗政府有较强意
愿通过谈判减缓西方制裁对伊经济的影
响，但由于伊朗与美国在解除制裁、核查等
一些关键问题上仍存较大矛盾，此轮谈判
前景并不乐观。

重启意愿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26日说，尽管美
国违反伊核协议，伊朗仍将“怀着诚意”参加
即将重启的伊核谈判，希望能达成一份“良好
且可核查”的协议，重返伊核协议意味着“遵
守其所有条款和内容”，西方国家必须以一种

“新的、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新一轮谈判。
2015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议。2018
年 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
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 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伊核协议相
关方会谈今年 4月开始在维也纳举行，迄今
已举行 6轮。由于美伊分歧严重，以及伊朗
政府领导层换届，新一轮会谈推迟至今。

分析人士指出，受美国制裁等因素影
响，伊朗目前通货膨胀率高达 45%以上，食
品价格过去一年中上涨超过 60%，失业率也
较高，18岁至 35岁群体失业率达到 17.6%，
全国有三分之一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伊朗政府有较强意愿通过谈判来解除制裁，
从而使伊朗经济和民众摆脱当前困境。

伊朗国际问题专家阿卜杜勒-礼萨·哈迪
扎德说，伊朗新政府外交团队在谈判中采取实
用主义，强调结果，而不是“为了谈判而谈判”。

会前交锋

重新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
施的全面监督是本次谈判的一项重要议
题，也是谈判相关方的一个交锋点。伊朗
希望全面解除制裁，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
强调伊朗必须在核查问题上合作，还对伊
发出威胁。

今年 2 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
成一项最长 3个月的临时技术协议。伊方
5月 24日决定将协议延期一个月。根据该
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核设施内安
装监控摄像头，继续其必要的核查和监督
活动，伊朗将保存一些核设施的视频监控
资料。如果美国解除对伊制裁，伊朗将把
这些监控资料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24日在
访问伊朗后表示，未能解决与伊朗之间“悬
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无法进入卡拉季市一
处离心机部件生产车间安装监控摄像头。
美欧等国以此为由在谈判前对伊朗施压。

美国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发表声
明说，如果伊朗“不合作”的态度不能立即
得到纠正，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应在今
年年底前重新召开特别会议以应对危机。
英国、法国和德国也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伊
朗恢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合作。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在社交
媒体上回应说，美国和三个欧洲国家在伊
核谈判前忙着“发表虚假声明、增加制裁、
制造扭曲的叙述”。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
人贝赫鲁兹·卡迈勒万迪说，国际原子能机
构受到大国“政治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这番“口水战”是伊朗
与美国等国围绕伊核问题展开交锋的一
个缩影，也给此轮谈判蒙上阴影。伊朗政
治学者阿卜杜勒-礼萨·法拉吉·拉德指
出，西方国家试图影响世界舆论，让大家
忽略是美国先退出的伊核协议，转而指责
伊朗为伊核协议的失败负责。

临时协议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
伊朗签署一份临时协议，旨在通过解除有
限数量的制裁，换取伊朗停止部分核活
动，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但有分析人士
认为，根据目前伊朗方面对此轮谈判提出
的要求，很可能不会接受这份临时协议。

一方面，美国在伊核问题上出尔反
尔，导致伊朗对美缺乏信任。阿卜杜拉希
扬 26日说，美国最近表态愿意重回伊核协
议，却两次对伊朗部分个人和企业实施制
裁，这是“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行径。
他要求美国必须就不再退出伊核协议做
出“充分和认真的保证”。伊朗外交部前
发言人哈米德-礼萨·阿塞菲还说，需要搞
清此类协议的细节，以便对其进行评估，

“这可能是一个美国设置的陷阱”。
另一方面，由于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等

恢复履约的措施更容易显现成效，而美方在
解除制裁、解冻资金等过程中可能面临复杂
情况，因而伊朗更希望美方迈出第一步。

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米哈
伊尔·乌里扬诺夫指出，美国很长时间没有
与伊朗谈判，忘记了伊朗不会在压力下做
任何事情。阿塞菲也表示，谈判应在确保
伊朗利益的情况下结束，伊朗不可能在压
力下签署不符合其利益的协议。

伊核谈判重启 前景不容乐观

周末，起个大早，想着难得休
息，赶个早班车去图书馆看会儿书。

一上车，我傻眼了，车上坐满了
人，连个空座都没有。下车已经来不
及，无奈只好找了个角落站着。

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感叹
着冬天真的来了。满目萧瑟，掉光了
叶子的树光秃秃地站立在路旁，无声
地注视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觉得
没意思，我便观察起车上的乘客，形
形色色、表情神态不一，女人和孩子居多。

在我斜前方坐着一位打扮时髦的中年女
人，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手提袋，座位边安静
地躺着满满当当两大包食材，她正和邻座的
大姐攀谈。

女人爽朗的声音在车厢响起，就像夏日挂
在木柩窗边的铃铛，清脆悦耳。“我每个周日都
要赶早市，早上的菜新鲜。”她拿出手机看了
眼时间，接着说：“周末路上的车实在太多了，
遇上堵车，两个小时都回不了家，还是坐公交
方便。”旁边大姐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报站声很快在车厢响起，她扭头朝车窗

外看了一眼，拎着包，提起地上的
食材冲向车门口，待车一停稳，便
匆匆下去。看着她的背影，我不禁
想起了“左手提菜，右手捧花，生活
与情调同在”。

这一站下车的人很多，我找了
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正前方坐着一
对母女，小女孩估摸四五岁的样子，
扎着可爱的双马尾，圆乎乎的小脸
因委屈和不高兴皱成一团。她的妈
妈低着头跟她说话，时不时抬头看
看车上挂着的电子表。过了一会
儿，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小女孩的
脸明亮起来。孩子的世界就是这么
简单，开心就笑，难过就哭。

对上我的视线，妈妈指指孩子，
对我说：“不愿意去跳舞，闹脾气呢。”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以示回应。

到站后，小女孩的母亲经过我
的位置，朝我摆了摆手，便带着孩子
下车。小女孩看着妈妈，有样学样，
也冲我挥了挥胖乎乎的小手。

如今，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交
通工具越来越发达，而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以前做饭时，被妈妈打
发去邻居家借鸡蛋、借醋都是常有的事，现
在甚至都不知道隔壁住着什么人、长什么样。
而在这小小车厢里，陌生人之间却能卸下面具
随意攀谈，对不相识的人致以善意，不自觉拉
近了距离，在这寒冷之下，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汪曾祺曾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
烟火。”而这人间烟火气，恰恰是人间最绵长
的滋味。

车窗外，光影飞逝
而过。而我在车内，寻
找对生活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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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簇小花，在枯萎几个月后，居然又长出
来了，令我欣喜万分。

今年夏天，在女儿一再请求下，我买了可
挂可放、装在精致玻璃罩里的一簇小花草。
青绿娇嫩，惹人怜爱，前面还有一个红色小
朋友玩具装饰，后面是一对雪白的天鹅。
我精心“侍奉”它们，按照卖家建议，一星期
从左右两个小孔和前面的开口处喷洒浇
水。为了能均匀地浇到位，专门买了小喷
壶，把自来水放置三天，再小心喷浇。听
朋友说，雨水浇更好，我便在雨天到楼下
接一些雨水来用，日日还要放置在阳光能
照射的地方，让它在日光浴下快乐成长。
可我所有的悉心照料，却换来它一天天的
黯淡，直到最后干枯。

女儿上了大学，只有周六、日
才能回家，忙得无暇顾及这些小东
西，但我还是生怕她想起来问，就
一直未动它，更没丢掉。今日，我
打扫房间，想要擦拭它，却发现它
又长出了一株浅绿的、与原来高低
差不多的小花，旁边还有许多贴着
小沙子和挤在一起的绿绒。我像
个孩子似的，去告诉母亲，并像捧
着宝贝一样，端去让女儿观赏，并
把它重生的事讲给女儿，女儿冒出
一句：“你曾经扔掉的那些花，说不
定也会活过来，并且鲜亮地生长！”

女儿想起了什么，重重地拍了

一下我的肩膀、吸了一口气，手舞足蹈地说：
“我们学校的流浪猫，前几日生了两只小猫
咪，很可爱，我们还给它们做了个小窝。”我
说她们与家猫受到的细心呵护差远了，女儿
嘟嘟嘴说：“那它们也一样顽强地活着。”

大自然，让重生的小花教会我们自强不
息，让小草装点大地，让动物走进我们的生
活，让人类在逆境中不断前进。在命运的颠
沛中，让我们用观赏的心情去看待世间的一
切：重生的小花可以构建绝美的画，曾经的
枯萎是饱含感情跌宕的古诗，无论悲伤还
是快乐，无论沧海还
是桑田，都要不放
弃、用心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