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株并未完全逃逸现有疫苗

完成疫苗全程接种仍可有效降低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住院、

重症和死亡风险

开展加强针接种，还能够有效降低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突破

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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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的故事从娘家的屋檐下
出发，今夜，她被生活磨出的茧将
暴晒在母亲眼底。这是人生最重
要的选择题最终判出了正误，还是
老天在冥冥中提示，不管走出多
远，女儿都是母亲捻在指尖的线
头。脚下的路曲曲折折，陆建芬思绪翻
滚的内心，是另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山
路。终于到了。那爬满金银花的院墙，
那如长龙俯卧的屋脊，那沧桑难掩慈悲
的门脸。月光更密集地倾泻下来。
吱呀一声，门开了。来不及喊一声

“妈”，她已泪如雨下。
二坪小学还是二坪小学，一切似乎

都没有改变。
具体到李桂林则是另一回事。从

会理师范学校民师班毕业，以实习生身
份重回二坪的他不再是代课民师了。
再过一年，如果没有意外，当然也不会
有意外，他将成为公办教师。他不再是
别人眼中的残汤剩饭。那句老话没说
错，老马不死旧性在。这一年乌史大桥
乡人代会上，改造二坪小学的旧账又被
李桂林翻了出来。不管怎么说，决定一
个人、一件事成败的诸多因素里，必须要
算上运气。怎样做人很重要，碰到怎样
的人也很重要；怎样做一件事是一回事，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这件事是另一回
事。比方说，因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嵇
康以清奇风骨博得旷世美名，也是《与山
巨源绝交书》，权臣司马师“闻而恶之”，
将其斩于东市。再比方说，同是东坡文

章，欧阳修激赏其清新脱俗，“独步天下”，新
党却指摘其衔怨怀怒、莽撞无礼、包藏祸
心。具体到二坪村，这样的论据也俯拾即
是：杀红了眼的木基叶子一开始所向无敌，
遇到呷呷勒学却只有束手就擒；二坪村那
对分不清“男”“女”的母女下山的日子正
好和李桂林撞在一起，早一分钟或者晚一
分钟，李桂林的命运，以及他的学生的命
运也许都将和后来的失之千里。

不能不说，李桂林这一次运气不错。
在他“吐槽”之后，出乎所有人意料，尔布
克哈满脸认真说：李老师，你是一个真资
格（方言，名副其实之意）的人大代表！

李桂林定定地看着尔布克哈，半天没
有说话。他不知道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葫芦
里卖的什么药。当代表就是要说真话，不
然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尔布克哈说完又
问，重修二坪小学要多少钱，你算过没？

一万多吧！李桂林补充说道，这是按
村民自力更生投工投劳的思路，不包括硬
化操场和修筑围墙。他知道，饭得一口一
口吃，一口吃个大胖子，不厚道也不现实。

尔布克哈认真听着，凝神想着。待他
开口，李桂林真真被吓了一跳：不撒胡椒
面了。明年，集中精力办大事，全乡农村
教育费附加全部给二坪小学！

68 这一次运气不错

宋徽宗赵佶被后世钱币学家
推为铸钱能手，与新朝王莽并称“铸
钱二圣”。马克思主义哲学确认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从不否
认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
特殊作用，中国钱币史上的宋徽宗
就是个典型。

徽宗时期，官方货币发行政策发生
了全面剧烈的变动。在铜钱铸行上，第
一次在全宋范围内推行当十钱；在铁钱
铸行上，把夹锡铁钱推向四川、陕西、河
东以外的地区；在纸币发行上，把交子改
名钱引，一度推广到全宋。因此，收藏徽
宗时期钱币，意义绝不仅限于钱币本身
的价值，还包含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大量信息。

徽宗于1100年正月即位，次年定年
号为建中靖国，铸国号钱圣宋元宝、通
宝，后面五个年号崇宁、大观、政和、重
和、宣和都铸有年号钱，分为元宝、通宝
和重宝，其中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等钱
文为御笔亲书的瘦金体，而后期以对钱
为主，钱文书体变化无穷，具有极高的
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宋徽宗的瘦金书，笔法刚劲清瘦，结
构疏朗俊逸，气度阔大深远，在中国书法
史上独占一格，并为后人纷纷
摹写。此书体以形象论，本应
为“瘦筋体”，以“金”易“筋”，是
对御书的尊重。宋徽宗以御书
铸制钱币，推行他“天骨遒美，
逸超霭然”的瘦金书，令其流通

传播于天下。较之纸绢，以金属铸成的钱
币更易于流传与保存；较之碑帖，钱币上的
文字更易于随时与民众接触。历代文人喜
欢收藏徽宗钱，主要是喜欢瘦金书的“骨秀
格清，令人意远”。有鉴赏家曾云：“吾人收
罗此泉数百种，陈览于绿窗绮几之间，直无
异展开一部瘦金字帖也。”有人甚至认为，
北宋时期四位著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
芾、蔡襄合称“宋四家”虽然已成定论，但是
实在应该加上书法独树一帜的宋徽宗赵佶
而并称“宋五家”。宋徽宗御笔书法早已成
为国之至宝，一纸难求，崇宁通宝和大观通
宝作为徽宗瘦金体书法艺术的物质载体，
不能不为收藏界所珍视。

徽宗钱版式极多，令人集不胜集，这也
是很多收藏者为其痴迷一生的重要原因。
中华书局出版的《北宋铜钱》一书中，徽宗铜
钱版式占北宋铜钱版式的1/3强；中华书局
出版的《两宋铁钱》一书中，徽宗铁钱版式占
整个北宋和南宋时期铁钱版式的1/4强。

仅以崇宁通宝为例，日本古
钱学家今井贞吉在1899年编著出
版的《古泉大全》中就已经开始总
结介绍崇宁通宝的版别。在崇宁
通宝研究成果中，《古泉大全》收
录崇宁通宝版式有7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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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明的想法让李家才很振奋，
他又可以演包公了，他是楼村剧团
的顶门杠。他因为演包公得到了
人们的赞扬。
有件事让他终生难忘。有一

年过春节，他曾经在一个村子连演
七场包公戏。有的人听完秦香莲大段唱
腔后就昏昏欲睡了，等到他一出场，两嗓
子就把全场喊醒了，等唱到审陈世美的
时候台下气氛就更活跃了，人们边看戏
边议论，当唱到“把状纸压到爷的大堂
上”的时候，突然有个女人冲上戏台，跪
到他面前，泪流满面，说她是外村人，丈
夫在外面养了小三，让包公替她申冤。
人们听后哭笑不得，但演戏演到这份儿
上，也算是很难得了，由此更加佩服李家
才，送他外号活包公。
楼村剧团成立了，决定排演。半个

月后，楼区里贴出告示，今晚楼村剧团在
楼区中央小空地演出。眼看就要开场
了，一名扮演衙役的人家中有事，缺场
了。眼看戏要开场，李家才急得够呛，突
然他发现二侉子站在观众人群里，他眼
前一亮，过去把二侉子拉过来，二侉子，
你来演戏。二侉子急急地后退，我可不
会演戏。李家才说，救场如救火，你来试
试吧。二侉子连连摆手，李家才说，很简
单，你就站那儿，我扮演县官，我一喊
“衙役们”，你就拉长音喊“有”，就行
了。二侉子把嘴都咧到腮帮子了，万一
演砸了别怨我。李家才到场外揪一绺
狗尾巴草，让他拿着，到时候一看见狗

尾巴草，就想起来了。二侉子无奈，扭扭
捏捏上了戏台，眼睛斜瞅着台下黑压压的
人群，生怕出错。忽然李家才一拍惊堂
木，大喊，衙役们。二侉子一看手中的狗
尾巴草，急忙拖着长音高喊，“草”。众人
一听哗然大笑，连其他衙役们都笑得前仰
后合。关键时候还是李家才有经验，压得
住阵脚，只听他继续唱道，叫你说“有”你
说“草”，都把那戏来唱坏了。二侉子紧跟
着说了一句，“有”。李家才心里那个恨
啊，他迈着方步走到二侉子跟前低声说，
你小子真不地道。二侉子咧咧嘴，我说我
不行，你非说我行，演砸了吧。
剧团还真吸引了不少人，宝明很高

兴，晚上睡不着觉，算算有多少人干起了
楼区卫生、绿化、门卫工作，推荐了多少
人在农业开发项目上班，还有多少人在
企业上班，还有多少人没有工作，有多少
人安于享乐不愿意找工作，有多少人还在
找工作，村委会还能帮哪些人就业……他
琢磨，除了继续创造机会拓宽联系面帮人
们就业外，还要开超市、理发馆、家电维
修、幼儿园等，还得成立象棋队，还有歌咏
队、舞蹈队，队伍可大可小，也能凝聚不少
人，力争让更多的人离开牌局。这么想
着，宝明进入了梦乡。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 徐
鹏航 李恒）新冠疫苗的接种是疫情防
控的基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
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
伟1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我国已实现新冠病毒疫苗
5条技术路线临床试验全覆盖，针对奥
密克戎变异株单价及多价疫苗研发已
取得积极进展。

郑忠伟表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我国部署了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
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减毒流
感病毒载体疫苗5条技术路线同步推
进，目前已实现所有技术路线临床试验

的全覆盖。其中，腺病毒载体吸入性疫苗
和减毒流感病毒载体鼻喷疫苗目前正在
国外开展Ⅲ期临床试验。

郑忠伟介绍，目前我国已有29款疫苗
进入临床试验，16款在境外开展Ⅲ期临床

试验，7款获得附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批
准，2款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现在奥密克戎变异株已成为全球

主要流行株，其特点是传播速度快、隐匿
性强。”郑忠伟介绍，针对奥密克戎变异

株单价及多价疫苗研发已取得积极进
展，进展较快的已完成临床前研究，正在
向国家药监部门滚动提交有关临床试验
的申报材料。
“研究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株并未完全

逃逸现有疫苗。”郑忠伟说，完成疫苗全程
接种仍可有效降低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
住院、重症和死亡风险。开展加强针接种，
还能够有效降低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突
破感染风险。
“奥密克戎变异株以及之前的变异株

一经出现，疫苗研发单位就及时行动起来
了。我们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宁可备而不
用，绝不会用而不备’。”郑忠伟说。

我国实现新冠疫苗5条技术路线临床试验全覆盖

部分奥密克戎变异株疫苗完成临床前研究

3月20日，当太阳直射赤道，二十四节
气中的“春分”如期而至。这天，昼夜平
分，此后白日渐长。

繁花似锦·春意闹
春风吹拂着摇曳的柳丝、吹开花枝上

的落雪，忽见花朵长出新蕊、草木生出嫩
芽。“桃红李白迎春黄”，似锦的繁花，成为
清冷单调雨雪天气里的色彩。
“一候玄鸟至，二候雷乃发生，三候

始电”，春分有三候。此时，南方越冬的
燕子飞回北方，衔草含泥筑巢安家。春
分时节雨量渐多，有时还会伴随着雷声
和闪电。

从春分开始，白昼越来越长，万物生
长，春天向着深处走去。

白日渐长·春耕忙
春分是农耕的重要时节。在北方，小

麦起身；在南方，早稻育秧正当其时。田

野间，繁忙的身影攒动着，正在书写希望。
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山东多地冬小

麦播期延迟、晚播麦面积较大，弱苗比例
高于往年。眼下麦苗正逐步起身拔节，是
田间管理的关键时节，“春分麦起身，肥水
要紧跟”。当地市县农技人员常来田野间
指导，为麦苗促弱转强、抵抗寒潮低温等
出谋划策。

农谚里说，春分有雨是丰年。在雨雪
天气中迎来春分，满怀丰收的期待。

春茶春菜·品温暖
春分时节要啜茗品茶，这时候的绿茶，叶

芽肥嫩、叶片柔软、齿颊留香。啜一口绿茶，仿
佛品尝到了鲜活的春天；春分时节要吃“春菜”，
韭菜、香椿、莴苣、芥菜等时令蔬菜，此时最为鲜
嫩可口，春天盎然的生机在咀嚼中呼之欲出。

当前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
广、频发的特点，但是城市间的紧急驰援、医护
人员和志愿者们的“加班加点”，让隔离中的居
民们仍能品尝到这一口“春菜”的新鲜与生机。

饮一杯春茶，尝一口“春菜”，坚信疫情散
去、阳光明媚的“春天”终将到来！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春分日：趁取春光一半

3月19日、20日，上海市闵行区的上海康城开展两次核酸检测。

该小区共有286个楼栋，约4万居民，是上海最大的居民小区。图为

3月19日拍摄的设在上海康城小区内的检测现场——上海师范大学

康城实验学校。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据新华社长春3月19日电 吉林市
19 日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通报，两例新冠肺炎感染者
死亡的直接原因，均非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

死亡病例1，男，65岁，合并慢性肾
衰竭—尿毒症、肾病综合征、肾淀粉样变
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基础
性疾病，死亡原因：高钾血症、严重代谢
性酸中毒、低血糖、急性非ST段抬高性
心肌梗死。死亡病例2，男，87岁。2022
年3月11日摔倒后，出现双下肢乏力，言
语模糊不清，在当地医院就诊，死亡原
因：急性大面积肺栓塞。

吉林通报两例新冠
肺炎感染者死亡详情

感染新冠病毒非直接原因

据新华社上海3月19日电（记者
袁全 史依灵）在 19 日举行的上海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有
关方面表示，目前上海疫情防控工作
已进入关键阶段；正在进行的网格化
筛查实际上是一个排“雷”的过程，把
存在隐匿传播和潜在的风险排查出
来，对于社会面清零、保护市民健康
安全都非常关键。

上海网格化筛查“排雷”

据新华社联合国3月18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18日
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生物安全问题时发言，认为相关当事方应当
对存在的疑问予以回应，作出澄清，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

张军说，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物安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
一贯的。中方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
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
研发、拥有或使用生化武器，敦促尚未销毁库存化学武器的国家尽
快完成销毁。他说，中国曾经是生化武器的受害者。中方认为，任
何生物军事活动的信息线索都应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和重
视，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对此，有关方面应采取负责任的态
度。俄方进一步公布了新发现的相关文件。相关当事方应当对存
在的疑问予以回应，作出及时全面的澄清，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
这不是过分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应搞双重标准。

中国代表就乌克兰生物安全问题发言

敦促相关当事方作出及时全面澄清

新华社莫斯科3月18日电（记者 李奥）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
应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问题。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18日发布的消息，俄法领导人就乌克兰局
势交换了意见。针对法方的关切，普京再次强调俄武装力量在特
别军事行动期间尽一切努力保护民众生命，其中包括组织人道主
义通道安全撤离民众。

两国总统在通话中还讨论了俄乌代表正在进行的谈判情况。
普京阐释了俄方关于谈判协议的原则立场。

另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的消息报道，马克龙在通话中
对顿巴斯地区城市马里乌波尔局势表示“极度关切”。马克龙认为
乌克兰局势在恶化，持续轰炸危及平民安全，俄乌之间的谈判尚未
取得实质进展。他再次要求立即在乌克兰实现停火。

俄法总统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

乌克兰局势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
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9日表示，俄军18日使用“匕首”高超
音速导弹系统摧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
州的一个大型地下导弹和航空弹药库。乌克兰谈判代表、乌总统
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18日说，由于乌俄“相互排斥”的立场，双
方谈判可能拖延数周。

乌克兰谈判代表说谈判或拖延数周

俄军动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打击目标

286个楼栋 约4万居民

上海最大小区开展核酸检测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8日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系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首次访问阿拉伯国家。多家媒体报
道，这显示叙利亚与阿联酋这一美国盟友的关系回暖。

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
耶德·阿勒纳哈扬与巴沙尔会晤时强调，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
安全的基本支柱”，阿联酋渴望加强与叙利亚的合作。

报道说，双方“回顾了两国兄弟般的关系”，在会晤中强调“要
维护叙利亚的领土完整”，讨论了向叙利亚及其人民提供政治和人
道主义支持。穆罕默德希望巴沙尔的访问能为叙利亚及整个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巴沙尔介绍了叙利亚局势的最新发展。

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穆罕默德在会晤中表示，所有在
叙利亚非法存在的外国军队应撤出。

阿联酋通讯社发布的视频显示，穆罕默德和巴沙尔站在两国国
旗前合影，后者面带笑容。报道说，穆罕默德去机场为巴沙尔送行。

阿联酋之行中，巴沙尔还会晤了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
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

对于巴沙尔此行，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深为失望与不安”，
反对与巴沙尔政府关系正常化，美方不会取消对叙制裁。

路透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一些阿拉伯国家寻求与巴沙尔政
府改善关系，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十分突出，包括制衡伊朗和土
耳其的影响。同时，由于美国政府未能有力支持上述盟友解决安全
忧虑等原因，海湾国家开始担心美国“靠不住”。 新华社专特稿

叙利亚总统十多年来首访阿联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