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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步流星奔小康大步流星奔小康
□王新库

□秦永毅

山外求学路
我家住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里。从

山里到山外有二三十里路，要走三四个小
时。因为交通不便，加上贫穷，山外上学的日
子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
难以忘怀。

山外的小学没有宿舍也没有食堂，吃住全
靠自己解决。多亏一个表亲帮我在学校附近
找了一孔闲置的窑洞，才让我有了一个落脚
点。晚上在窑洞睡觉，白天在窑洞做饭。

早上放学回到窑洞，放下书包便赶紧做
饭。做饭用的“锅”是从家里带来的一把铜
瓢，吃水要到附近的小溪里去舀，然后把瓢
架在三块石头上，用麦秸引燃劈柴烧水。有
时柴火只冒烟不起焰，急得我趴在火堆旁边
使劲乱吹，结果把柴灰吹得满脸都是，像个
戏台上的丑角。

有次周末回家刚好遇上下雨天，走到峪
口，只见咆哮的洪水已经没过路面，峪道走不

成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只好绕道回家。
那天，我们从峪道东侧翻过几架山梁，走

了八九个小时才回到家里。途中，我们手脚
并用在陡峭泥泞的山坡上进三步退两步，一
个个吓得“妈呀、大呀”哇哇大哭。当我们深
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家里时，已经半夜了。见
到我们，大人一把把我们揽在怀里，眼泪扑簌
簌地直往下流。

因为在山外上学特别艰难，几个伙伴陆
续辍学，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咬牙坚持。

终于，我也坚持不下去了，压垮我的“最后

一根稻草”是初冬的那场大雪。星期天早上，天
上飘起雪花，天地间一片灰蒙蒙。看天色不好，
母亲急忙帮我收拾行李，催促我早一点出门。

走到全程的三分之一时，路上的积雪已
没过小腿，找不到人们平时踩出来的脚窝，只
能一点一点往前走，每一步都走得摇摇晃
晃。离山口还剩三五里路时，碰到一个从山
外赶集回来的本村大叔。看到我，大叔惊异
地问我干什么去，我说上学，大叔眼睛瞪得像
是牛铃：“娃呀，你不要命了！我刚才经过‘鬼
见愁’，差一点送了老命，你一个娃娃，怎么还

敢去冒险！”说完，不由分说拉着我就往回
走。大叔说的“鬼见愁”是一段从悬崖上凿出
来的山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涧，路面仅
三四十公分宽，像今天这种大雪天气，要想通
过比登天还难。

看到去上学的我又回家，父亲很失望，几
次想“逼”我返校。但是，面对无法逾越的天
然险阻，父亲又无能为力，最后，无可奈何地
接受了我辍学的现实。

前些年，国家实施搬迁脱贫工程，我们全
村人从祖辈居住的大山深处搬到了山外。现
在，小学离我们村不过一二里路，初中、高中就
在我家隔壁，娃娃们上学也不用受以前的那些
艰难了。不仅居住环境好了，我们的生活也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过上了吃白面、住洋房、坐
小车的神仙日子。

想想过去，看看现
在，觉得就像做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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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阳光很好，去咖啡馆坐
一坐，享受悠闲的周末时光。

走在路上，冬日阳光暖暖地
照在身上，南方的初冬并没有萧
索的意味，树还是那么绿，天还
是那么蓝。云朵肆意铺展着，随
心所欲地变换形状……

太阳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子，
一会儿跑出来玩，一会儿又去捉
迷藏了。太阳出来时温暖地照
耀着大地，照在我有点厚度的
裤子上，竟还有点热，但它躲起
来之后，又瞬间阴冷。

到了咖啡馆，选一个靠窗的
位置坐下，看看窗外的风景。

在窗外那条普通的道路上，
有一个时髦女子走过，她黑色的
短裙张扬着青春的活力，衬得双
腿更加修长了。女子拿着相机拍
拍这儿，又拍拍那儿，尽情捕捉美
好。她的背影很美，带着满满
的生命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路的另一端，一位美团骑手
走过，他身穿黄色制服，手中拿
着外卖，脚步匆匆。这匆匆的脚
步并不整齐，而是一拐一拐的，
原来他的腿脚不方便。可以想
象这样的身体状态做这份工作
并不轻松，外卖骑手的工作讲求
效率，街道上满是他们匆忙的身
影。如果有别的选择，他也许不
会做这份工作。纵然生活不易，
但他努力的样子，仍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

在咖啡馆坐了一会儿，突然发现外面有一些
躁动，原来是对面火锅店的员工开始培训了。

在不忙碌的时间，把员工集合在一起，训
话、喊口号、跳舞……现在的企业很流行这样
做，这是一种企业文化，用于凝聚人心、鼓舞士气。

我注意到的时候，培训已进入了跳舞环
节。只见一群身穿红色制服的服务员，以及一
群白衣白帽的富态厨师，在一起漫不经心地扭
动身躯。只有领舞的小伙子全情投入，伴随着
音乐舞动得非常认真。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投入
了情感，踩在了节拍上，甚至还有一些美感。他
与后面心不在焉跳舞的人们形成了强烈反差。

慢慢的，这位女子、外卖骑手以及领舞男
子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让我惊叹于生命竟然
有这么丰富的形态。

不论是时髦女子、外卖骑手，还是领舞的
男子，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认真生活，而
认真的灵魂自带光芒，这样的生命也如冬日
暖阳般温暖着我的心。

相物语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奥密克戎毒株似比德尔塔“温和”
新华社专特稿 南非多名科学家和医生

认为，在南非流行的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毒株所引发症状不如德尔塔毒株严重。

重症和死亡比以前少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最近几周新

增确诊病例的研究发现：大约 30%的新冠住
院病例是重症，不到前几轮疫情最初几周重
症比例的一半；新冠患者平均住院周期更
短，大约 2.8天，而前几轮疫情这一数据是 8
天；新冠住院病例的死亡率为 3%，而前几轮
疫情为大约 20%。

南非卫生部长乔·法赫拉 12月 10日说：
“初步数据的确显示，尽管（新冠）住院率增
加……但这看起来只是缘于病例数而非这
个变异株本身导致严重症状。”

按法赫拉的说法，南非目前 70%的新

增确诊病例是奥密克戎感染者。研究数据
显示，南非目前新冠病毒复制率为 2.5，即
每名患者可能传染 2.5 人，是疫情暴发以来
的最大值。

美联社 11日报道，医生恩本·皮利在南非
人口最多的豪滕省行医，每天为数十名病人
看病，包括新冠患者。不过，皮利没有把任何
一名新冠患者送往医院治疗。在他看来，病
人“能够居家应对”，“绝大部分患者在 10天
至 14天的隔离期内康复”。

皮利的多名同事对奥密克戎感染者的观
察结果与他类似。南非最大私立医疗企业旗
下医院近期收治的新冠患者较少是重症。

易传播致新增病例多
南非今年 11月发现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

株 B.1.1.529，随后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世

卫组织 11 月 26 日将这一毒株列为“需要关
注”的变异株并命名为奥密克戎。

一名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监测住院数
据的研究员说，由于奥密克戎毒株易传播，所
以确诊病例激增，病例数超过前几轮疫情。
本轮疫情中，86%的住院病例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住院患者相对年轻，大约三分之二的人不
到 40岁。这名研究员说，尽管奥密克戎感染
者症状没有那么严重，新增确诊病例数庞大
可能依旧令南非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进而导
致更多重症和死亡病例。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数据显示，最近
几天，南非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保持在 2万
例左右，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大约 20 例。
南非目前大约 38%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尚
未达到政府制定的接种目标。

确诊破5000万，美国疫情何以至此？

12月7日，在美国纽约，新冠疫苗接种车的
工作人员与一名女士交谈。 □王迎 摄

新华社纽约12月14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 13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5000万例，累计
死亡病例逼近 80万例，两项指标继续高居全
球之首。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美国今年
将再次经历疫情“寒冬”。

身为全球头号发达国家，美国疫情何以至
此？说到底，自疫情暴发至今，美国抗疫工作
总是不讲“合力”，“抗疫政治化”雪上加霜，导
致应对不力、乱象丛生。

疫情指标触目惊心

去年 12月 8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数破
1500万。过去一年来，美国新增确诊病例数
超过 3500万。美国疫情形势三个特点格外令
人担忧：

第一，秋冬季疫情明显反弹。美国疫情
核心指标自今年 9 月以来呈现缓和趋势，但
11 月以来再度反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最新每周疫情数据显示，目前全美 7天
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约 11.8万，较前一周
增长 37.3%。

第二，新冠死亡率高。美国人口占全球人
口的 4%，但美国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占全球
总数 14%。过去 11个月，美国平均每 10万人
有近 150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新冠死亡率
是加拿大的 4倍多、日本的 12倍、欧盟国家的

1.3倍。今年美国已有逾 45万人感染新冠病
毒后死亡，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全部新冠死
亡病例的 57%。

第三，儿童发病率高。美国儿科学会 6日
发布的报告显示，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有
超过 70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近期儿童
发病率“极高”，过去一周新增儿童确诊病例
数超过 13.3万例，单周新增儿童病例数已连
续 17周超过 10万例。

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
教授卡洛斯·德尔里奥表示，德尔塔和奥密克
戎毒株在全美加速传播是近期病例激增的主

要原因。此外，疫情发展存在季节性因素，气
温较低的秋冬季节通常新增病例数会上升，
并且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基数仍很大，这些因
素使得今年冬季美国抗疫形势非常艰难。

美国感恩节和圣诞季假期有大量民众出
行，聚会活动、室内活动也大幅增多，病毒传播
风险加剧，各地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抗疫政治化”阻碍抗疫

德尔里奥说，如果美国能推出统一的疫
情应对方案，结果将大为不同。更不幸的是，

“抗疫政治化”自疫情之初就成为美国一大
症结，而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下去。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福奇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坦言，美国在
科学问题上存在非常令人担忧的政治分歧，
这阻碍了美国应对疫情的进程。

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两党在抗疫方面存
在严重分歧，联邦和州政府相互掣肘，始终
未能形成全国统一的抗疫方案。联邦机构
和传染病专家制定的防疫措施或被延迟，或
被搁置，即便执行也往往大打折扣。

就拿最新的情况为例，为应对变异病毒
加速传播，美国总统拜登今年 9月出台疫苗
强制令，原计划 2022年 1月 4日起实施，但已
被共和党人主政的多个州诉诸法院后叫停，
民主党阵营内部对这一问题也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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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本没有路，需要的人多了，便要
开始修路。

从西安到西宁，五个多小时的高铁，我
的心早已飞到了人间仙境——青海湖。从
西宁出发，乘坐大巴车，路过门源，我知道，
我们中铁十二局四公司有两个拌和站在那
儿，但我没想到，它就在公路边。我从车窗
边看到的时候，激动地喊出了声：“在那儿，
在那儿，就在那儿。”同伴被我
的一脸兴奋，弄得不知所措，
一车人更是不知所以然。

定了定神，眼前出现了在
沼泽地里运送混凝土、艰难
行走着的罐车。我想起了我
们经理讲的，天一下雨，罐车
常常侧翻……眼前仿佛出现
了那吓人的一幕。

一声巨雷响起，倾盆大
雨瞬间而下，我心里仍在惦
念着一晃而过的混凝土罐
车，脑海里出现了施工中的
种种危险，让我再一次感知
筑路人的艰难，真可谓“成功
细中取”。从青海湖回来，我
们走的是青藏公路，导游说，
这条路是“一公里牺牲一个
人，用筑路人的鲜血一点点地铺成的”，所
以也叫“血路”。

这些场景与故事从影片《青藏线》中
就能看到。影片中，青藏线的指挥长于明
远的父亲、年轻的勘测队员永远留在了雪
山之中；于明远昏倒在了工地上；在回家
路上的于明远半路折回、与大家一起扑在
盖梁上、对盖梁进行保温；新大桥完成当

晚，再一次地震发生之时……此时，我的
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仿佛隐约看到曾
修建过青藏铁路的女同事，一瘸一拐地向
我走来……

导游的话让我想起前不久大家踊跃
报名上川藏线的情景。都深知修建川藏
铁路要面对崇山峻岭、地形高差、地震频
发、季节冻土、山地灾害、高原缺氧以及生

态环保等建设难题，要穿越
14条大江大河、21座 4000米
以上的雪山，是最难建的铁
路。询问一位前来报名的去
年入职的大学生，他笑答：

“修建川藏铁路是中国三代
铁路建设者的梦想，我想去
参与修建。希望有朝一日，
我也能乘坐自己修建的川藏
铁路进藏，看一看布达拉宫
这座民族精华之作的建筑，
体会无限风光在险峰！”

正在修建的、已完成修
建的、等待修建的，所有的工
程项目，向前延伸的是所有筑
路人的人生之路。一直以来，
筑路人有太多艰辛，走的路也
不是常人走的人生路。可在

这个毕业季里，看到更多年轻人，满怀激情
地加入我们这个筑路大家庭中，让我不禁
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中写的“世上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筑路人的路虽然难走，可筑路人的心却
一直在路上。年轻
人的加入，会让钢铁
团队更加有力量。

人，总羡慕自己没有的东西。刚买车那
阵儿，心热得不行，恨不得让所有亲朋好友
都见识一下。有了车，走路的机会自然少
了，身体发福，疾病也跑上门来，不知不觉就
成了“三高”人群。想想自己还是体育老师
呢，如何为人师表？于是我决定弃车步行上
下班。开车和步行时间相当，步行不用操心，
抬脚就走，又能锻炼身体，何乐不为呢？

我步行喜欢大步流星，尽量走出汗。记得
刚步行上下班时，碰见熟人还会不好意思。
熟人会问：“怎么走路上班呀？”言外之意，你
的车哪去了？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对于此
类关心，我懒得解释，往往半开玩笑地说：“大
步流星奔小康嘛。”

走路上下班后，我发现眼里的世界也有了

微妙的变化：以往早起开车出门觉得街上忙碌
的商贩和行人很辛苦，如今走在一起，觉得他
们活得很踏实。以前开车时看到步行的人
心里总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现在才意识到
不分青红皂白把自己塞进一个狭小的空间
里，真像一个大傻瓜。开车只不过速度快一
点罢了，屁股舒服一点罢了，不能随时停车、
驻足、拐弯，还经常面对堵车的折磨，难道不
是最笨、最迂回的方式？

人长腿就是为了走路。腿，最便捷、最环
保、最自由也最体己，有什么理由让它闲置
呢？人的思维一旦转变，观念也会转变，抛去
那些光鲜、华而不实的东西，脚踏实地走走路、
出出汗、观观景，又是另一番滋味。

走路这件事，让我对“工具”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我们发明制造“工具”，目的是让人获
得自由，但过度依赖则会不自觉被“工具”挟
持。过去的孩子打一次乒乓球或羽毛球能高
兴好几天，根本不考虑器材、场地等因素；现
在的孩子抱怨拍子或球的质量，没有网就不
能打球。我认为这有些舍本求末了，形式遏制
了内容，忘记了锻炼的初衷——在运动中体会
人的灵巧、爆发力、耐受力、应变能力等。

人是万物之灵，人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既
要奔社会的小康、物质的小康，也要奔精神的
小康、身体的小康，唯有
如此，才不辜负这个美
好时代。

12 月 10 日，德国新总理朔
尔茨启动任内首次外访，囊括
法国巴黎、欧盟总部布鲁塞尔、
波兰华沙三站。令人关注的
是，这次旋风式访问距朔尔茨
上任仅间隔两天，新外长贝尔
伯克并没有随行，而是每站都
比朔尔茨早到一步。

舆论认为，这是一次礼节性
访问，欧洲政坛“老面孔”将以
德国总理的新身份登上舞台；
这是一次延续性访问，继承了
自二战以来德国总理首访选择
的长期传统；这也是一次具有
现实意义的访问，为德国未来
四年外交政策规划出路线图和
基本框架。

为未来四年布局
10 日，两位领导人围绕欧

盟经济复苏、移民、新能源、欧
盟峰会筹备和俄乌关系等议题
展开讨论。从联合记者会的表
态看，两人在很多问题上观点
一致，都提到双方“意见趋同”

“观点融合”，并承诺采取行动
促进“更强大的欧洲”。

“德法领导人当选首访选择
对方是一种惯例，凸显两国团
结。”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
任郑春荣指出，同时也表明继
续发挥“法德轴心”责任与作用
的意愿。从会谈内容看，涉及
经济、安全、气候等议题，双方
立场仍有差异。

从两场联合记者会看，舆论
读出德国新政府巨大的“对欧
热情”。朔尔茨提到，德国新政
府中的三党都是亲欧盟的，希
望看到更强大、更自主的欧
盟。这与默克尔时期的欧洲政
策一脉相承，但默克尔不愿按
照马克龙的设想进行一系列欧
盟改革，这让巴黎颇为不满。
但德国新政府走得很远，三党
联合组阁协议甚至提到要朝着

“欧洲联邦”发展，这是法国等
很多欧洲国家的禁忌话题。

12 月 12 日，朔尔茨到访最后一站、
东部邻国波兰。波白边境移民危机、

“北溪-2”项目和波欧法律争端成为重
要议题，两国此前明确表达期待。波兰
总理称，他将敦促德方反对启动“北溪-
2”项目；德国表示，支持波兰阻止难民
入境的努力，将帮助波欧找到法律纠纷
的解决办法。

“朔尔茨选择波兰作为第三站，意在
向俄罗斯传达信息，也试图将自己塑造

成‘全球政治家’。”英媒判断
道，一来，德国新总理如此匆忙
访问东部邻居颇不寻常，联系波
兰与白俄罗斯此前发生的移民
危机，此访似乎表明德波团结。
二来，朔尔茨此前对国际事务不
太感兴趣，但如今，他不失时机
地表明自己的外交意愿。

“访问波兰既有向中东欧国
家释放信号的意味，也有另一层
考虑。”郑春荣指出，德国一直主
张发挥“魏玛三角（德、法、波）”在
欧盟内部的作用，本次三党联合
组阁协议再次写入相关内容。这
次访问也相当于一种呼应。

如何重振欧盟
本次访问发生在“默克尔时

代”翻篇的节点时刻，放眼整个
欧洲，“欧洲女王”退场、法国即
将大选、英法纠缠捕鱼权、波欧
陷入法律战、俄乌边境气氛紧
张、新毒株快速蔓延……欧盟似
乎也处于“十字路口”。有欧盟
外交官称，欧盟正经历一场严重
的内部危机，其根基正在崩塌。

在此背景下，“法德轴心”能
否为欧盟振兴、欧洲团结注入动
力，外界拭目以待。

欧盟如何重振，内部领导力
如何激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关注
两种动向。

其一，“法德轴心”面临重新
调整。无论从经验还是资历来
说，马克龙都要比朔尔茨强，明
年上半年法国要轮值欧盟主席
国。法国将占据舞台中心，一
段时期内法德合作方式可能会
发生变化，对外代表欧盟表态
的可能更多的是法国，朔尔茨
短期内不会像默克尔那么耀
眼。但两国协调又有适度问题，
如果走得太近，反而会在欧盟内
部曲高和寡、陷入孤立。这个困
局如何破解？一种比较可行的
模式是，双方不排除在一些问题

上站在相反立场上，但对对方保持容忍，
最终达成妥协。此外，法国有意把意大
利拉为欧盟第三轴心。如果在欧盟层面
找到“法德意”新的“三驾马车”组合，大
国关系可能会稳定些。

其二，欧盟内部几乎在每个重大决
策前都会分化为不同阵营，国家间横向
联合、小集团间合纵连横日趋活跃。这
可能会是未来欧盟内部决策前的状态，
也符合其各方充分表达意见、以形成最
大共识的传统。 □安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