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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味道爱的味道
□黄寒星

□文锁勤幸福像豆芽一样生长
就是那个卖豆芽的大嫂，让我明白了幸

福生活的产生过程。
大嫂五十多岁，自我参加工作时，她就一

直在菜市场的一角卖豆芽。春夏秋冬，寒来
暑往，一直都未间断。其实，大嫂算不上真正
的生意人，说她是个手艺人也许更为贴切。
和众多精于描花绣字的农家女一样，那是她
自小就从母亲那儿学的绝活。她的加工作
坊是在自己家里，没有什么规模，是许多人
不屑一顾和所谓难成气候的小打小闹，每天
不过一二十斤的总量。遇见过往的行人，就
不停招呼，亲切地叫你捎些豆芽。生意清淡
的间隙，却是大嫂一天最忙碌的时候，两只

灵巧的手，在豆芽筐里不停地挑拣，就跟当
初定亲后给大哥绣鞋垫一般认真和专注。
白生生的豆芽，被脱去一层厚厚的皮，鲜嫩
嫩的，呈现在过往路人的眼前。

大嫂一身洗得褪色的工作衣。塑料桶、
四季散发着生豆香的白抹布、光滑油亮的四
脚小木凳，一直陪伴着大嫂走过了这些年
月。冬日路口凛冽的寒风，刮乱了大嫂的丝
丝头发；夏天石墙角炙热的阳光，晒黑了大嫂
白晳俊俏的面颊。可她都会在平静的等待和
漫长的守候里，熬过大半个中午。几乎没有
人相信她能从一两筐白生生的豆芽里，得到
什么令人羡慕的回报。春来冬去，大嫂依旧

忙碌在路口，依旧执着地等待在路口。早出
午归，天天如此。过往的人们除了捎买豆芽，
并不关心她会从中兑换些什么。

某天之后，突然发现卖了十几年豆芽的
大嫂，没有出现在石墙边的路口。长达两个
多月的时间，都见不到她的踪影。常买豆芽
的人互相打问，都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直
到阳历三月三时，我才惊异地看见卖豆芽
的大嫂又回到了石墙边的路口。她依旧是
一身洗得发亮、褪了颜色的工作衣。红亮
亮的塑料桶上，盖着白净的抹布；鲜豆芽的
生香，随着轻风远远地送了过来。一种挡
不住的诱惑，也像豆芽一样玩命疯长。那

种悬空的心又因大嫂的一声声问候而满盈
盈、热乎乎的。大嫂说，她去县城装修房
子，是幢高层，要三十多万，儿子大学也毕
业了，正给张罗结婚哩。

大嫂说这话时，脸上笑盈盈的，像崖边的
山桃花，挂满光彩，手还不停地在桶里挑拣豆
皮。豆皮经风一吹，在光光的地面上画出一
条优美的弧线，飞至坡边。瞬间，大嫂不紧不
慢和熟练轻巧的手势，仿佛让我明白了幸福
生活的生长过程。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只要能够坚持，就
会绽放生活奇迹、
折射人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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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她瘦小、纤弱，
充满爱心。常常一个人坐在午后
的阳光下，心不在焉地打着盹。那
把她坐了半个多世纪的破旧藤椅，
几乎和她一样衰老。

我依恋外婆，外婆对我的慈爱、细
腻、温柔构成了我童年回忆的主要框
架。外婆常常自己省吃俭用，却把好
东西留给我吃。最让我骄傲的是，外
婆还酿得一手好米酒，甜甜蜜蜜、香
香糯糯。只需一碗，就可以把我撂
倒，至今我还很享受那种感觉。

外婆虽然很疼我，但是从不溺爱
我。给我定了许多条条款款，可年幼
的我哪记得那么多，火气上来什么都
忘记了。记得有一回，几个小伙伴联
合起来捉弄我，这可把我惹恼了，拾
起地上的树枝杀气腾腾地使了一套

“打狗棍法”，小伙伴都摔在地上各自
捂住痛处嚎哭起来。这事被外婆知
道了，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还让我
去面壁思过。等我真心诚意地认了
错，外婆又领着我挨家挨户去赔不
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胡来了。

外婆不但心地善良，而且吃苦
耐劳。她几乎把自己一生都献给
了她的亲人和生活着的那块土
地。每天，外婆睁开眼就开始筹划
一天要做的事情。

有时，整整一天，我都很难看到
外婆的身影，她像那些精力过盛的男人一样，在土地
上操劳一天。傍晚时分，外婆才会满带泥土的气息，
踏着缕缕升起的雾霭回到家里。顾不上洗把脸，她
就钻进厨房，在昏暗的油灯下，为全家人打理晚饭。
外婆的身影在摇曳的灯光里忽长忽短、忽明忽暗。
我注意到，她的眼神是疲惫的，她的步子是沉重的，
她喊叫我吃饭的声音甚至是嘶哑的。外婆的一生匍
匐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几十年的汗水在这里汇流
成河，但却无法为她浇灌出丰硕的果实，就如同她一
辈子为家里操劳，却无法为家庭积累财富一样。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也慢慢长大、上学，然后参
加工作、结婚生子。这时的外婆也渐渐走向衰老。
偶尔，我会把她接到家中小住，给她买营养品，可外
婆每次喝那种带有浓重腥味的营养品时，都会呕吐
得厉害。她想强迫自己喝下去，可她一吞下去马上
就翻肠倒胃地吐了出来。

两年前，外婆去世的时候，正逢我在外地出差，
没有见到她老人家的最后一面。炎热的夏天，我的
眼泪仿佛已从汗腺里蒸发掉，一滴都没有从眼睛里
流出来。待回到家后，望着外婆的遗像，想着她的一
生，蓦然觉得，她是我孩童时期，最疼我、最温暖我的
那个人。于是，积蓄多日的眼泪，从心底涌出。

拉美经济回暖仍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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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遇刺最新解密文件不“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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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口香糖能减缓新冠传播？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研究人员正

在研制一种能“捕获”唾液中病毒的口
香糖，认为它可能有助减缓新冠病毒
传播。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按照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的构想，患者
咀嚼这种口香糖时，口香糖含有的
ACE2受体蛋白能“捕获”唾液中的病
毒，降低患者因说话、呼吸或咳嗽传播
病毒的可能性。ACE2受体蛋白是细

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是病毒攻破并
感染细胞的门户。

这一方法经试管实验证明可行。
研究人员发现实验样本中的新冠病毒
量减少超过 95%。

研究人员说，这种口香糖嚼起来
口感与味道无异于普通口香糖，可在
常温下储存数年。咀嚼口香糖不会破
坏其中的 ACE2 蛋白质分子，但可以
减少唾液中的病毒含量。

伦敦金融岗位外迁比预期少
新华社微特稿 安永会计师事

务所近日说，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后，
伦敦失去进入欧盟资本市场的大多
数机会，但金融就业岗位从英国流
向欧盟的数量少于最初预期。

路透社援引安永最新“脱欧”追
踪数据报道，在过去一年里，一些位
于英国的大型投资银行下调计划迁
往欧盟的员工数量，因“脱欧”从英
国迁出的金融就业岗位不到 7400

个。2020 年 12 月，这一数字为 7600
个。按照安永的说法，欧盟地区新
招聘金融从业人员 2800 人，从而避
免部分职员从伦敦迁入，而英国本
地金融就业岗位也增加 2200个。

英国“脱欧”后，多个欧盟国家
城市有意取代伦敦成为新的欧洲金
融中心。安永说，最热门的两个城
市是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和卢森堡首
都卢森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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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年前的一个傍晚，小林和小
许两个年轻人无比欢欣地开始了他们
的新生活。

就着晚霞，小两口要窝酸菜。小林
将屋内审视了两遍，还是没找到合适的
地方。小许瞅来瞅去，看中了一块“宝
地”——案桌下面。于是，挪案桌，两人
一起挖。两个小时后，一个圆
圆的、八斗瓮形的坑挖好了。
四只手提着瓮沿，把八斗瓮轻
轻放了进去。小林一笼笼提
回萝卜缨子，小许小心翼翼地
住瓮里装。快装满了，还剩
了大半笼，小林说：“我再使
一下劲，把菜都装进去。”说
着便对着瓮里使劲杵起来，
原本溢满瓮口的菜便挤挤
挨挨地躺平。正当他们为自
己的成功而喜悦时，突然，咔
擦一声脆响，瓮似乎裂开
了。小林试探着用手去提一
提瓮沿，却不料，一大片瓮片
连着瓮沿一块被他提在手
中，瓮中的酸菜欢快地扑出
来，和地面亲密接触……

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
正在我宽敞明亮的新房内，昔
日的小林也已变成了老林。老林脸上
的表情满是遗憾，仿佛眼前就是扑撒一
地的翠绿萝卜缨子。接着，不无嫉妒地
对我说：“你说说你们，不烧锅燎灶，不
摊麦晒场，要这大么的房子干啥？”

我不由得反唇相讥：“你这老头，只
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们老两

口常年住着 200多平方米的小洋楼，你
还是农民哩，不种麦、不收秋，院子弄得
像花园，还说我们哩！”老林胡子都翘起
来了，扯着嗓子嚷：“200多平方米的楼房
咋了，赶上好时候，我们农民照样能享
受！”说完，还露出一副气死人的表情。

儿子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问：“外
爷，那瓮酸菜咋办，你扔了
吗？”老林咦了一声说：“好娃
哩，那是我和你外婆一冬一
春的口粮，咋能扔！又揽起
来，淘洗一下，借了个八斗瓮
重窝了。”

儿子一下子用手捂住了
嘴：“外爷，那菜上面有土，脏
了，不能吃！”老林摸摸儿子的
头，笑得露出了光光的牙床。

“不但有土，还有瓮片渣子，你
看你外爷有好几颗牙都被瓮
片渣子打了。有一回你外婆
往热油锅里倒了一马勺酸菜，
哐当一声响，瓮片子差点没把
锅砸个窟窿。”说完，又是一阵
爽朗的笑声。

为了应景，中午吃酸菜。
超市买的酸菜做了一大盆酸菜
鱼，一上桌，老林便夹起酸辣

脆爽的酸菜吃起来。儿子吸溜吸溜地
吃着，赞叹道：“怪不得外爷不愿意
扔，这酸菜真好吃！”

老林瞪圆了双眼，愣了几秒钟，用筷
子虚点着儿子大笑
起来。笑着笑着，
眼里闪出了泪光。

那是一九八五年农历十一月初二，记得清
楚，因为那天是奶奶的生日。

那时家里没有电视，农村冬天的夜显得很
长，我们就早早躺炕上准备睡觉了。大概九点
多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谁这么晚了
还来呢？我很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打开
门才知道是隔壁村一个大哥从华阴市、爸爸的
工地捎回来一块腊牛肉，他说：“你爸说了，今天
是你奶奶的生日，让我无论多晚都要把牛肉送
到家！”谢过大哥，我的心都要飞起来了。

当我手捧牛肉，一边跑一边喊着拿给奶奶
时，她也高兴得合不拢嘴。打开层层包裹的纸，
腊牛肉香味扑鼻而来，奶奶直接用手撕下来给
我们姊妹几个一人一块，大家迫不及待地坐在
被窝里吃了起来，那香味真的是人间美味，那也
是我第一次吃腊牛肉。当时年少不懂事，只知
道牛肉真好吃，都没给奶奶说一声祝福的话！

长大后，我才深深地懂得了牛肉里藏着父
亲对奶奶浓浓的孝心。80年代，在一部分人吃
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他自己舍不得吃，还托人
从那么远的地方捎回牛肉给我们。父亲借着改
革开放的春风，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为
了给家人最好的生活，他常年忙碌在外，打工挣
钱，对自己一分钱都想掰成两半花，但对四个女
儿买书、学习的花费却从不吝啬。他曾对我说过
最多的话就是：“爸爸钱不多，只要你们好好学
习，保证供到你们全部大学毕业，这还是要感谢
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我才有机会出去打工！”

父亲过年回家的时候，是我们姊妹一年中
最期盼的日子了，每次回来父亲都是大包小包
的东西，那包里有我们所期待的吃的和穿的。
在那交通极为不便的年代，不知我亲爱的父亲
带着大包小包，是怎样辗转换乘班车，只想多
带点外面新鲜的礼物给我们，让我们品尝。当
看到我们心花怒放地吃着他从千里外带回的
零食，坐在一旁，看着我们乐呵呵地笑着。如
今，我更明白，那大小包里，那笑容里也是满满
当当深深的爱啊！

一块牛肉，一生的记忆！又到冬季，准备
带上一块牛肉回家，
让 父 亲 也 尝 尝 女 儿
爱的味道！

近日，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了近 1500份与前
总统肯尼迪遇刺有关的解密文件。有分析称，此举
意在削弱外界对于美国政府缺乏透明度的质疑。
然而，这些文件一如既往，并未给出新的重要发
现。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持续对轰动一时的肯尼迪
遇刺案遮遮掩掩，令阴谋论愈发甚嚣尘上。

无轰动性内容
1963年 11月 22日，46岁的肯尼迪与妻子杰奎

琳乘坐敞篷车经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埃尔姆大
街时，突遭枪击身亡。此后，警方抓获的嫌犯——
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也被人枪
杀。于是，此案留下许多未解之谜。

眼下，尘封半个多世纪的 1491份秘密文件终
于重见天日，包括来自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
查局（FBI）、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备忘录和电文等。
最新解密文件主要有以下几大看点：

其一，奥斯瓦尔德前往古巴和苏联驻墨西哥
城大使馆的细节。在中情局的一份备忘录中，涉
及奥斯瓦尔德在墨西哥城时如何致电苏联大使
馆，要求获得前往苏联的签证。他还曾前往古巴
大使馆，看似想要获得前往古巴的旅行签证，并
在那里等待苏联签证。10月 3日，也就是刺杀事
件发生前一个多月，他驱车通过得克萨斯州边境
的一个过境点，返回美国。

另一份标注日期为肯尼迪遇刺后第二天的
备忘录称，根据在墨西哥城截获的一通电话，奥
斯瓦尔德曾于当年 9 月在苏联大使馆与一名克
格勃官员有过联系。

备忘录还显示，肯尼迪遇刺后，墨西哥当局逮
捕了一名古巴大使馆的墨西哥雇员，据称奥斯瓦
尔德曾与其有过联系。这名雇员说，奥斯瓦尔德

“自称崇拜卡斯特罗”。时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

斯特罗当时是肯尼迪的对手。
其二，一份中情局文件涉及

所谓“美国政府刺杀卡斯特罗”的
计划，包括 1960年“在古巴境内
线人帮助下，利用黑社会组织”。

其三，还有文件显示，美国政
府当时正在评估居住在新奥尔良
的奥斯瓦尔德是否因为当地报纸
刊登了美联社记者对卡斯特罗的
采访而受影响。卡斯特罗当时警
告说，如果美国试图帮助除掉古
巴领导人，将遭到报复。

其四，多份 FBI报告涉及该
机构调查监视小桑托·特拉坎
特和山姆·吉安卡纳等主要黑
手党人物的行动，这些人在肯
尼迪遇刺的阴谋论中经常被提
及。报告还显示，20 世纪 60 年
代，FBI定期监视在佛罗里达州

南部和波多黎各活动的反卡斯特罗团体。
其五，除了对肯尼迪遇刺案的调查，一些文

件还涉及用来监视古巴和苏联驻墨西哥城大使
馆的方法、设备和人员，相关细节可能会引起人
们对 20世纪 60年代反间谍活动的兴趣。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在近
1500 份文件中，绝大多数似乎是外界已经知晓
的内容。

长期研究肯尼迪遇刺案的杰斐逊·莫雷也
表示，研究上千份文件仍需时间。但目前看来，
没有什么轰动性的内容。相比之下，美国国家
档案馆宣布“将相关档案收集数字化”似乎更为
重要。

尽管如此，国家档案馆此次披露的文件仍受
到历史学家等人士的热切期待。在肯尼迪遇刺
近 60年后，他们仍然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在冷战
关键时期，一个问题青年仅用一把邮购的来福
枪，独自为一场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暗杀负责？

屡屡推迟公开
实际上，在肯尼迪遇刺后的第二年，美国政府负

责调查案件的特别委员会就公布了调查结果——认
定奥斯瓦尔德属于单独行刺，无关更大阴谋。

不过美国民众对这一说法并不买账，相关阴谋
论也是五花八门，被怀疑的对象包括CIA、美国总
统约翰逊、苏联克格勃、美国黑手党等。

在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 1992年决定在 25年
内陆续公开关于调查的机密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
原定于 2017年 10月公开最后一批文件。据悉，相
关文件和记录总计多达 500多万页。此外还有照
片、录音和物件等证据。

然而，美国政府一度以“防止损害美国情报、军
事、执法行动和对外关系”为由，推迟公开相关文

件。CNN 称，先是特朗普，后有拜登，在 FBI、
CIA等国家安全机构建议下，多次允许推迟。有
观点认为，CIA、FBI等国家安全机构一直在阻挠
国会授权的披露行动。

争论仍将持续
美国国家档案馆称，迄今超过90%的记录已被

公开。而长期研究肯尼迪遇刺案的菲利普·谢农估
计，还有超过1.5万份文件仍部分或完全保密，其中
大多数文件来自CIA和FBI，涉及20世纪60年代和
70年代的情报行动。

莫雷也表示，仍有一些重要内容尚未公开，包
括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对杰奎琳以及肯尼迪兄
弟罗伯特·肯尼迪的访谈。

他在推特上写道：“杰奎琳和罗伯特都不相信
官方说法，即肯尼迪是被一个人无缘无故杀害
的。他们私下里说，肯尼迪是被他在国内的敌人
杀害的。这就是这些录像的内容，也是官方如此
敏感的原因。”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对美国政府零零散散的做
法表示失望，预计联邦政府和研究人员之间的激烈
辩论仍将持续。

研究刺杀事件的主要学者、弗吉尼亚大学的拉
里·萨巴托说，新公布的内容“微不足道，毫无价
值”。萨巴托说，公布更多文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
能从中找到“确凿证据”，还在于打破阴谋论。

呼吁美国政府公开更多文件的还有肯尼迪的
家属。“这是对美国民主的侮辱。我们不应该在政
府内部有秘密政府。”肯尼迪的侄子小罗伯特·肯尼
迪此前表示，“58年过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
什么理由不能公布这些文件？”

今年早些时候，肯尼迪的侄子、前国会议员帕
特里克·肯尼迪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国家
利益，所有事情都应该公开，这样人们才能更好地
了解我们的历史。”他指出，尤其是在这个“充斥着
阴谋论”“普遍存在不信任政府的倾向”的时代。

而国安人士表示，部分文件可能会威胁到一
些情报人员的安全，或者暴露美国重要的间谍活
动，因此有理由不公开。

前CIA官员大卫·普雷斯说，由于许多争议文
件涉及冷战时期的秘密情报活动，因此从理论上
讲，政府有理由拒绝披露 20世纪 60年代的机密信
息。他说，那个时期的CIA线人可能还活着，并面
临被曝光的风险。

“可能有一个线人仍然掌握权力，或者仍然与
某些人有直接联系，而这些人对今天的情报收集来
说是危险的。”普雷斯说，“现在，必须在历史利益和
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近日，谢农也在美媒“政客”网站上写道，出于
安全原因，可能有一些文件永远不会公布。但是，
只要政府继续隐藏一些文件，就会进一步助长阴
谋论。 □陆依斐

这是2013年11月22日，在美国达拉斯迪利广场，民众冒雨
集会，纪念肯尼迪遇刺50周年。 □新华社发

2021年，拉美地区主要经济体经济
从新冠疫情冲击中缓步回暖。这一年，
中拉经贸合作稳步推进，成为推动拉美
国家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智利中央银行预计，2021年该国经
济增速将超过 11%。智利马约尔大学商
学院院长、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卡斯塔
涅达认为，低利率、宽松财政政策等为经
济复苏创造了有利局面。

根据阿根廷官方数据，该国2021年国
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9%。阿根廷布宜
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豪尔赫·马奇
尼认为，今年阿根廷经济有望收复去年的
失地，进入经济指标趋好的“良性阶段”。

巴西是拉美乃至全球疫情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但今年该国经济受到的冲击
有所缓解。阿曼多·阿尔瓦雷斯·彭特
亚多基金会大学教授若泽·毛罗·德莱
拉表示，得益于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
策，今年巴西财政基本面改善，外贸积

极向好，经济增长曲线处于合理区间。
墨西哥央行不久前预测，2021年该

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5.4%，增速比
2020 年大幅提升。墨西哥金融高管学
院认为，到 2022年年底，墨经济活动“将
从疫情中完全恢复”。

为应对疫情冲击，拉美各国普遍采
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拉
美各国经济专家普遍认为，高通胀是未
来一段时间拉美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

专家指出，巨大的通胀压力将严重影
响消费和货币政策，导致未来一段时间拉
美各主要经济体复苏面临持续性风险。

联合国拉加经委会指出，疫情起伏、
疫苗接种不平衡、贸易紧张局势、供应链
中断和运费上涨等，是拉美各国共同面临
的不确定性。

种种不确定性中，有一点为大多数专
家所认同：在拉美国家艰难复苏道路上，中
国始终是积极的推动力量。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