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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一
所小学，学生们佩戴口罩返校上课。

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雅加达允
许学校自8月30日起开始有条件地开放线
下授课。 □新华社/欧新

雅加达雅加达：：

疫情下的开学季疫情下的开学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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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你 ，万物安详
乡党，是个含义非常广泛而深邃

的词。出了村，遇见了本村人，就是
见了乡党；出了县，遇见了本县人，就
是见了乡党；出了省，遇见了本省人，
就是见了乡党；出了国，遇见了本国
人，就是见了乡党。可见，乡党并不
光指的是同在一个乡村的人。

读中小学的12年里，因为没有
离乡，我对乡党一词没有留意过；上
大学和在外工作的大半个世纪以
来，与众多乡党的交往，让我深深体
会到乡党深厚而纯真的情谊，值得
我百倍珍惜。

我在省城工作的几十年里，与
乡党的交往不少，记忆深刻。上世
纪90年代，火车票是一票难求，别说
卧铺票，就是买硬座票，也必须提前
去排队，有人整夜披着棉被在售票
处窗口等待。一天，本县一位过去的同事打来电话，要
我为他代买两张硬座票，说他们夫妇要去武汉看望工
作的儿子。乡党有托，我不敢怠慢，当天下午就赶往火
车售票处。幸运的是那天排队的人不太多，我只等待
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买到了硬座票。一年多之后，我回
乡探亲，在县城与这位乡党相遇，他说：“我还欠你一顿
饭呢！”我有些懵。他说：“你忘了给我代买火车票的
事？那可帮了我的大忙。”我说：“区区小事，不值一提，
吃什么饭。”可他执意要拉我去，拗不过他，只得从命。
这位乡党值得尊重。

刚刚进入新世纪的一天，我得知本村一位复转军
人在西京医院住院。于是，我买了一些水果去看他。
他十分惊喜，高兴而得意地说终于有人来看望他了。
他说着指了指同病房的病友，我才发现那位病友的床
周围堆满各种各样的食品，而他的床头却空空如也。
我突然明白，原来与病友相比，他的精神受到了很大
刺激，难怪他见我来那么激动。我劝他别在意这些
了，安心养病。此后不久的一天，他突然满头大汗地
给我扛来一大蛇皮袋苹果，说是自己种的，略表心意，
别嫌微薄。这位乡党十分可爱。

已经记不清具体时间。有一天，本县的一位曾经
打过交道的赵姓乡党来找我借钱。原来他带妻子来城
里看病，不料钱包丢失，身无分文。我借给他几千元，
他千恩万谢地走了。此后一个多星期，我曾几次去医
院探望过他的妻子，并祝愿他妻子能早日康复。大约
过了 10多天，老赵提了两只活鸡和不少土特产来还
钱。我抱怨他太在意这些小事了。他说：“这事对你来
说是小事，对我却是救命的大事。在省城，我没有亲
人，不是你借钱给我，谁能给我一分一文？”他说得也有
些道理，却让我有些承受不起。这位乡党令人敬仰。

这些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小事，乡党们却看得重于
千金。和这样的乡党交往，让我对乡党一词的含义有
了更加深刻的感知和理解。他们知恩图报，质朴厚道，
仁义慷慨，可亲可交。这些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德
我们必须真切继承，应该大力弘扬，让我们每一个同胞
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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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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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媒体报道有多名阿富汗平
民死于美军8月29日在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发动的一次空袭后，美军不
得不推翻起初“无平民伤亡”的说
法，称存在这种可能。

美军使用无人驾驶飞机 29 日
再次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
分支目标实施空袭，瞄准喀布尔一
处居民区。多名美方官员称，摧毁
一辆载有“多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的汽车，从而解除针对喀布尔机场

“迫在眉睫”的威胁。
美军最初声称，没有迹象显示

平民在空袭中死伤。不过，这一说
法很快遭媒体“打脸”。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目击
者和遇难者家属的话报道，空袭致
使一户阿富汗家庭 9人死亡，包括 6
名儿童，最小的年仅两岁。

一名死者亲属哭诉道：“我们不
是‘伊斯兰国’……我们是普通人
家。”一名住在附近的居民说，他在
回家路上目睹空袭并听到一声巨
响，急忙躲避，随后赶去营救邻居。

“所有邻居都帮忙灭火，我看到五六
个人死了……还有两人受伤。”

死者家属说，家里停着两辆车，
父亲和 3个孩子在其中一辆车上，
原本打算出门。报道援引美国政府
一名官员的话说，空袭地点与这户
家庭住址相符。

另据美联社报道，一名不愿公开
姓名的阿富汗政府官员透露，美方空
袭导致三名儿童死亡。多名目击者
说，机场附近居民区内的两辆汽车遭
遇空袭，包括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亡。

就平民伤亡报道，美国中央司
令部发言人比尔·厄本说，正在评估
空袭结果，“如果有无辜者丧生，我
们将深感悲痛”。

厄本说，那辆汽车被击中后发
生剧烈的二次爆炸，表明车内载有
大量爆炸物，可能造成“更多伤亡”。

喀布尔机场外26日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美
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至少上百名阿富汗人丧
生。“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宣布发动这次袭击。
作为报复，美军无人机27日在楠格哈尔省“定点
清除”，致“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成员两死一伤。

机场爆炸袭击发生以来，许多阿富汗人仍
在寻找亲友下落。英国广播公司29日报道，一
些遇难者家属说，他们的亲人并非直接死于爆
炸，而是在混乱中被美军等外国士兵开枪打
死。美国国防部暂时没有回应这一报道内容。

阿富汗塔利班谴责美军 27日和 29日的空
袭，认定在阿富汗领土发动空袭侵犯了阿富汗
主权。 据新华社

外交部：

美病毒溯源报告是政治报告、甩锅报告、虚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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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些政客对新疆的指
责违背事实、荒谬至极，完全是出
于政治操弄的鬼把戏，新疆稳定
发展的事实早就打了他们的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
发言人徐贵相8月30日说，真正
配得起“种族灭绝”“侵犯人权”等

“称号”的，恰恰是英国自己。
一段时间以来，英国部分反

华势力不断散播涉疆谣言，妄图
通过影响国际舆论给中国施压，
从而达到扰乱新疆、遏制中国发
展的目的。对此，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30日在京举行涉疆问题新
闻发布会，还原新疆社会发展真
实情况，揭露英方在人权方面的
丑陋历史和不堪现实，撕开其

“人权教师爷”的伪善面纱。
“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人民生活安定祥和，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已经被有
力铲除，暴恐活动多发频发的局
面一去不复返！”徐贵相说，这种
情况下，英国的一些政客感到无
计可施、无力可用、无牌可打，便
丧失理智、丧心病狂地编造谎
言，把最恶毒的帽子扣到新疆头
上，简直荒谬绝伦、无耻至极！

徐贵相说，回顾英国的历
史，了解英国的现实，才真正令
所有有正义感的人震惊、震怒。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人、新
西兰毛利人、北美印第安人……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副研

究员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列举英
国在数百年殖民历史中在世界多地
犯下的屠杀、迫害等恶劣行径。

白人至上观念盛行，种族主义
根深蒂固，少数族裔权利长期得不
到合理保障；对穆斯林的歧视现象
普遍存在，对穆斯林不宽容。这些
都是英国面临的突出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闻发言人伊力江·阿那依提说，
英国有 7%的人面临财务困难，而
在非白人群体中，这一比例高达
12%到 18%；英国黑人儿童上学机
会远低于白人儿童；2017年至2018
年，黑人在街头遭受盘查和搜身检
查的概率是白人的 9.5倍；新冠肺
炎疫情中，英国少数族裔比白人面
临更大的感染和病亡风险。

“英国‘伊斯兰恐惧症’愈演愈
烈，反穆斯林情绪日益严重，穆斯林
遭受歧视已司空见惯，他们基本的
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
会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新疆大学人
权问题专家热米娜·肖凯提说，英方
应该认真正视、解决这些问题，而不
是一味抹黑新疆人权状况。

“看看新疆稳定发展的大好形
势，大家就明白了什么是谎言、什
么是真相。英国政客们散布的谣
言抹黑不了新疆美好的形象，玩弄
的伎俩蒙骗不了世人的眼睛。”徐
贵相说，英国政客们的苦心经营完
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是徒劳
无功的。 据新华社

“世间有你，万物安详。”
写完这句话，心特别安静，仿佛周边所有

的声音都戛然而止，又仿佛这颗安静的心，柔
柔的被光阴洗过，澄净而透明，恬淡而遥远。
那种远，超越了时空，超越了生命意义上的某
些狭隘的定义。

此时，我正坐在院子里的樱花树下，阳光
浅浅地照射在树影中，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
安详。我喜欢这样的时刻，一个人远离了世
俗，远离了很多的嘈杂。静静的什么都不想，
就任由时光浅浅地从身边走过，而阳光的暖，
仿佛有着被亲人拥抱的温度。

在这微凉的世间，在季节循环播放的日子
里，在暖暖的阳光下，我常常会想起一些久不见
面的亲人，想起他们在我的生命里，留下点点滴
滴的温暖。有些时候，有些人与我并没有什么
血缘关系，而他们依旧爱我，依旧会在一些特殊

的日子里，给我送来问候和贴心的祝福。他们
让我这颗本有些薄凉的心，无比感动。

无论日子过得多么快，我们总给自己留下
片刻的时光，来回味生命的温暖，而每当此时，
我都想说一句话：世间有你，万物安详。

是的，这世间总有一些人，想起来就会让
你的心有踏实的感觉。这些人的名字有着神
奇的魔力和无边的力量。无论是遇见什么样
的艰难困苦，想起这个世上还有一些爱你的
人，还有一些在心里特别在乎你的人，你的心
都会暖暖的，有被人娇宠的幸福。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关注和太
多的荣耀，也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因为心的容
量有限，装了太多的人，爱，就会被稀释。这世
上，有三两知己就足矣，朋友太多会有负累，朋
友太多，就会变成江湖，江湖会有风险，心就不
得安宁。若心不得安宁，幸福便无从说起。

所有美好的心念，都建立于精神与艺术之
上，所有让心灵恬淡、静谧的途径，都远离财富
与利益。我喜欢那些带着喜悦，带着善意走近
我身边的人，他们的身上，有着人性的光芒和生
命本真的纯良。我喜欢那些眼里没有妄念，心
里没有欲望的、干净而真实的人，他们至真、至
善、至美的情感，都有着让心归于安详的美好。

当一个人的内心，渐渐安详平和的时候，
便没有了妄念，没有了烦恼。这时候，世间万
物，入眼、入心皆是美好。这世间能感觉到的
美好，一定是首先由他人传递给你的真情与感
动，有了这些感动，才有了温柔看世界的眼眸。

想到这里，我又想起那些给予我生命快乐
与温暖的人们。感谢他们让我的生命，有了永
恒的春天，永恒的纯净，
与永恒的尊贵。

世间有你，万般美好！

我虽在古城生活多年，但实为
蚁族，每天需劳心费力地挤公交从
城西辗转到城东，所以对挤车族让
座的烦恼深有感触。

古城公交车多，可挤车族更多，
每每上下班竟成一道风景，可见挤
车着实不易，能占到坐位更是难上
加难。尽管公交公司号召做文明市
民从“有序乘车，主动让座”开始，已
然成效显著，但奈何让座之风“曲
高和寡”，挤车族为此烦恼！

这天，我好不容易像往常一样
从始发站挤上公交车，就近占了一
个座位稳稳地坐了下来。我前面
的一位女士刚要坐下，只听从车后
传来一声呵斥：“你难道没看见那
是老弱病残专座吗？”原来是与她随行的男
士已为她占据了车厢后面的一处制高点。
我心里顿时觉得暖意融融，这人多好啊！可
这位在我心目中本已最具爱心的男士又凭
空加了一句，在原本和谐的车厢中显得分外
刺耳。“笨笨，坐得那么靠前，一会儿有老弱
病残上来不还得让座。”此话一出，这位优雅
的女士立刻欣欣然奔至车尾。我心里细想：
这位先生深知占座之辛苦，更深为让座的烦
恼所扰，这才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悉心钻研
出这逃避“让座”之策，既无旅途之累，又保
名誉无损，真是出奇高明。当然，我也暗自
庆幸没有被假象蒙蔽。

我挤车占座也有两条原则：一是专坐老

年人专座；二是能靠前绝不靠后，
能坐外绝不坐内。试想只有占据
了最有利的环境，让起座来自然最
方便。如果坐得最靠后且最靠里，
即使有心让座，老年人也“难以领
情”，更何况是在这分外拥挤的车
厢，这更有如上所说的那位先生一
样为不让座理由充分的兄弟，凡此
种种，亦未可知。我有次让座给一
位老人家，老人家坐下后连声道
谢，中途下车时硬拽着我的衣服
说：“是这个小伙子给我让的座位，
赶快过来坐下。”此举竟引得我身
边一位欲占此座的女士大为不悦，
我赶忙笑着说不用。和谐车厢内
的一幕，虽简简单单，可让我一整

天都倍感精力充沛，神清气爽，毕竟做文明
市民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做起。

细心观察不难发现：挤车一族中，主动让
座者并不在少数，有很多中年人、叔叔阿姨辈
一有让座的好事便不假思索立即起身，甚至
虚位以待；不让座者，数量也大为可观，为了
不主动让座，便开动活泛的脑子，思索一些
应对之策，有“目似瞑，意暇甚”式假睡的、有
玩手机的，也有钻研长篇小说的……

让座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拷问，让座本
身就是一道命题，怎么解答？怎么消除让座
的烦恼，不为不让座
而心有负累？让与
不让，全在诸君！

我的车里有两张旧光盘，它们已经跟
了我整整十年。要说起来，它们已经陪伴
了我26年。

1993年春天，父亲从关岛回来，带回了
一台爱华组合音响、多盒磁带和十几张光
盘。在当时的农村，这台音响无论外形还
是音效都可以说是上乘之物。尤其那些光
盘，更让它锦上添花。高胜美、蔡琴、邓丽
君等人的嗓音虽各自不同，但都带给人无
尽的享受。从此，在每个农闲的午后或者
黄昏，我家的小院里就飘荡着迷人的歌声。

父亲回国后不久，还专门去西安购买
了很多秦腔磁带。父亲爱好秦腔，为人又
热情豪放，只要他在家，闲暇时总会邀约村
里情趣相投的乡邻们来家热闹。母亲炒几
个小菜，父亲放上秦腔，他们一边喝酒一边
聊天，高兴了还要拿上话筒吼上两嗓子。

那些年，不管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
我家的音响都会在那里。母亲开始的时
候还有点心疼，怕整天搬来搬去弄坏了，
但父亲一直坚持要给大家用，母亲也就不
再说什么。后来习惯成自然，很多年里，
这台音响就满村跑，几乎成了公用的。但
父亲很高兴，他觉得他总算为乡亲们做了

点事。父亲从年轻时就一直在外地工作，
一年当中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他总觉
得他对乡邻们有亏欠，在大伙儿有事的时
候没帮上忙。如今，终于能有点补偿，父
亲很欣慰。

音响、秦腔，陪伴了父亲 10年。10年
后的一天，父亲撒手西去，我们痛不欲
生。从此胡琴弦断、箫鼓失声，我家好多
年没有乐声。

2004年回家探亲，我常常凝视着父亲
的遗像潸然泪下。收拾屋子时，我背过母
亲将几张老照片塞到自己的行李箱中。
一张是我 4岁时在汉中和父母的合影，还
有几张是父亲出国前在烟台的单人照，同
时塞进去的还有两张光盘。

十多年来，我搬过数次家，扔掉了很多
东西，可唯独把这几样东西一直带在身边。

有了车后，我没有买任何唱片，只是
把那两张旧光盘放在车上。盘面上纸质
封面已经很是黄旧，可是放进光驱，音色
却还出奇清亮。这些年来，我每天开车上
下班，它们就与我朝夕相伴。

蔡琴沉郁优美的歌声，一如初春的清
风，带着泥土的温润，又在车里徐徐地飘
散开来。我先是鼻头一酸，继而又不由得
沉醉，不由得迷失，朦朦胧胧中，我仿佛又
回到了若干年前的农家小院，院里老树正
吐着新芽，树下坐
着我亲爱的爸爸
妈妈……

据新华社（记者 谢亚宏）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 8 月 3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所谓溯源报告，是一份
政治报告、甩锅报告、虚假报告。中方敦促美
方停止打着溯源幌子搞甩锅推责的把戏，早
日回到合作抗疫、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

汪文斌说，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和国家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已分别通过发表谈话
和接受采访形式就此阐明了中方立场。“美国
情报机构发布的这份所谓溯源报告，是一份
反科学的政治报告；一份打着溯源幌子、推卸
美国自身抗疫失败责任的甩锅报告；一份编

造借口、向中国泼脏水的虚假报告。如同当
年散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
一样，这份报告是美国误导和欺骗国际社会
的又一例证。”

“美方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不通过科学家
而要动用情报机构溯源？动用情报机构溯
源，到底是要寻找真相还是要编造‘真相’？
美方也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反复纠缠没有
科学依据的实验室泄漏论？即使动用全部情
报力量也找不到证据，美方却仍不放弃实验
室泄漏论。这不是政治操弄，又是什么？美
方还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美国拥有世界上

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却成为全球感染
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汪文斌说。

他指出，疫情暴发以来，美方在抗疫关键
时刻退出世卫组织，在全球急需疫苗之际禁
止疫苗出口，在中国和世卫组织成功开展第
一阶段溯源研究之后大肆炒作实验室泄漏
论。美方所作所为不仅导致美国自身抗疫彻
底失败，让美国民众付出惨痛代价，也导致了
严重毒化国际溯源合作的氛围，使溯源日益
偏离正确方向，美国已成为国际抗疫合作的
最大破坏因素和科学溯源的最大障碍。

“人们不禁要问，是美国人民的生命重要，

还是政客们的政治私利重要？是世界人民的
生命健康重要，还是美国的地缘政治考量重
要？美国将抗疫和溯源政治化究竟要持续到
何时？”他说。

汪文斌说，面对病毒，各国命运与共、休戚
相关。抗击疫情，需要坚持科学、团结协作。
中方始终坚持合作抗疫、科学溯源，始终反对
将抗疫和溯源政治化的错误行径，始终致力于
推动国际抗疫和溯源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早
日战胜疫情。“我们敦促美方珍爱生命、尊重科
学，停止打着溯源幌子搞甩锅推责的把戏，早
日回到合作抗疫、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