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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法律敬畏法律 □□杨明劳杨明劳

复工的棉花加工厂

9 月 19 日，工
人们在阿富汗昆
都士省昆都士一
家棉花加工厂工
作。当日，昆都士
一家受战火影响
而停产的棉花加
工厂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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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三伏天”，当一
天农忙下来，最惬意之事，
莫过于来一场痛痛快快、

无拘无束的野浴。去野外绿树成阴的小河里，光
着屁股蛋那种。这是乡村男孩子特别的野性，
姑且把水中暗藏的危险抛之脑后，畅快淋漓地
戏水，与大自然亲密接触，那是儿时的最爱。

乡村野浴大多选择在中午或黄昏，被太阳整晒
了一天的河水，温润极了，对劳作一天的乡间大人
小孩而言是极大的诱惑。小河边长大的孩子，水性
极好，都是“弄潮”的好手，一接到收工令，好比出笼
的鸟儿，箭一般冲向河边，浑身上下脱得精光，站
在河岸边“扑通扑通”河里跳，惊得水鸟乱飞，鱼
儿乱跳，一河晚霞踩在脚底，身子轻了，心儿空了。

我最难忘的是长大后月光下的野浴，那是
“三伏”夜间，酷暑难耐，蚊虫叮咬，水性好的人
选择在月河里沐浴。“千年老树做衣架，大河小
河当浴盆”，将衣服随意往河边的柳树上一搭
挂，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河中央，“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眼前的河水宛若一幅水墨淋漓
的写意丹青。月亮出来亮汪汪，爹娘的呼唤从
村口传来，一声声喊得都是土土的乳名，湿漉漉
地上岸，走了好远，仍恋恋不舍。

和我一起长大的狗蛋，年少好玩水，长大后一
辈子没有离开过水。他在乡镇工作，如今还管着
流过我们村庄的那条河，他是河长。那年夏天我们一起下河洗
澡，狗蛋差一点遇险。是韩老头像一阵风，从山坡上跑下来，一
头扎进深水滩里把狗蛋抱了起来。这一次，他破天荒的没有把
事情的经过告诉家长。一群孩子自然更是守口如瓶，所谓经一
事才懂一个人，我们在一夜之间都长大了，各自分散天涯海角。

当年韩老头对我们说，“欺山莫欺水”，而今升华为人生感
悟就是：对未知领域要心存敬畏，切莫盲目挑战。柔柔潺潺
的流水固然逗人喜爱，但水下看不见的地方，存在着诸多未
知数，尤其是在未知水域里，水有多深我们无法知晓，不像山
的高度与奇险，放眼望去一目了然。村里的韩老头，早在多
年前就融进生他养他的那一方土地深处了。一句“欺山莫欺
水”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是一种对水的敬畏。

多年以后，我和伙伴们纷纷走出了村庄，为了年少的梦想
与莫名的冲动，从一处“江湖”走向另一处“江湖”，各自分散在
天涯。几回回，夏夜梦中，水之湄，河之畔，伙伴在喊，爹娘在
唤，那水，那人，带走的是如水的光阴，留下的是永恒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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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有长大的时候，总要离开母亲
的呵护，去开辟属于自己的人生。我也
一样，为了开启自己美好的将来，告别慈
母，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年轻时拼搏，
待到而立之年才发现，错过了很多过
程。其中，最让我愧疚的，就是错过很多
陪伴母亲的时光。

曾经，那条熟悉的小路，如今，如此陌
生，再也没有欢快的脚步，那是通往家的
方向，那个幸福的院子，突然如此沉寂，再
也没有了母亲叮咛的声音，那是魂牵梦绕
的地方。顺着荒草丛生的小路，找到了家
里的院子，满目秋叶斑驳，蛛网扬尘，一切
都在，一切依旧，家却没有了。

父亲去了大兴安岭伐木，全家重担都

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我们姊妹七人，母亲
照顾着全家。她没有怨言，克己隐忍，继
承了中国女性与生俱来的优良传统，履行
着做母亲的职责。母亲一心一意地抚养
我们长大成人，让父亲没有后顾之忧。母
亲为了家，牺牲太多。

小时候，活泼好动的我们，衣服鞋子
破得很快。母亲白天拖着病体在队里干
农活、挣一天三毛钱的工分，晚上还要通
宵达旦地缝补，单薄的背影让人心疼。这
种画面深刻在我的脑海，抹也抹不去。母
亲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留给我们，自己吃糠
咽菜，毫无怨言。也正是这样，积劳成疾
得了胃病，病痛折磨了她一生。母亲严以
律己，教育我们本分做人，经常教我们画

画，给我们讲德行兼备的故事，启迪着我
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中，我谨记母亲教
诲，踏实走好人生每一步。

1994年 6月，母亲突然病重，送医院
抢救途中，与世长辞。如同惊涛骇浪，让
我们倍感震惊。甚至我们几个子女都没
能看她最后一眼，我的母亲，就这样匆匆
地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

母亲走了，家就没了。曾经的家，有
母亲慈祥的目光，有温暖如初的灯火，有
千叮万嘱的唠叨，还有热气腾腾、飘着香
味的饭菜。家，是游子迟归的期盼；家，承
载着童年的欢笑。

再一次，我回头望着小路的尽头，仿
佛又看到母亲孑然孤立的身影和欲言又

止泛红的眼光，有母亲在的地方，就是家
的方向。多少次的魂牵梦萦，母亲牵着我
的手，顺着那条熟悉的小路，回到家的院
子，我的脚步里有欢笑，有母亲在的院子
里，总是飘着过年的味道。梦醒，满脸泪
水，母亲已去，家空落落，再也没有了鸡鸭
鹅狗的叫声，只留下那条孤零零的小路、
寂静的庭院和败落的门楣，在秋雨霜雪中
守望着无尽的岁月。

我的人生，永远无法逾越的第一座高
峰，就是我的母亲。在我眼中、在我心里，
我的母亲，平凡却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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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9月20日电 20日，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第 48届会议举行与老年人权利独立专家对
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使发言，
敦促美国尊重老年人人权。

蒋端表示，中方对新冠疫情中一些国家的老
年人成为“牺牲品”深表关切。美国疾控中心数
据显示，因新冠疫情死亡的大多数患者年龄在 65
岁以上，而在美国政客眼中，自然进化的优胜劣
汰法则成为漠视生命的堂皇借口。疫情后，美国
经济持续低迷，许多老年人经济状况恶化，生存
状况堪忧。中方敦促美方尊重所有老年人的人
权和尊严，高度重视老年人生命权、健康权，确保
老年人免受贫困和歧视。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敦促美国尊重老年人人权

新华社9月20日电（记者 尹南 张笑然）布宜
诺斯艾利斯消息：阿根廷政府内阁新成员20日在总
统府宣誓就职。

前图库曼省省长胡安·曼苏尔任内阁首席部长，
前内阁首席部长圣地亚哥·卡菲罗任外交部长，阿尼
瓦尔·费尔南德斯任安全部长，胡利安·多明格斯任
农业、畜牧业与渔业部长，海梅·佩尔西克任教育部
长，丹尼尔·菲尔穆斯任科技部长，胡安·罗斯任政府
新闻秘书。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仪式上说，将反思执
政联盟在不久前议会中期选举初选中失利的原因，
希望借改组内阁在两个月内扭转执政联盟在议会选
举中的劣势。

11月14日，阿根廷议会中期选举将改选众议院二
分之一席位和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参加中期选举的
议员人选已通过初选确定。

阿根廷内阁新成员宣誓就职

俄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
新华社莫斯科9月20日电（记者 胡晓光）俄罗

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简称“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
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选举投票初步统计结
果，有五个政党进入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执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的席位数大幅领先。

根据俄中选委数据，国家杜马选举计票完成
99%后，统俄党以49.82%的得票率继续领先，俄罗
斯联邦共产党（俄共）以 19.00%的得票率排名第
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自民党）获得 7.49%的选
票，排在第三位。此外，公正俄罗斯-爱国者-为
了真理党获得 7.42%的选票，新人党获得 5.35%的

选票。上述五个政党跨过5%得票率门槛，将进入
新一届国家杜马。这也是俄罗斯近 18年来首次
有五个政党进入国家杜马。

数据显示，在清点完99%的选票后，统俄党候
选人在199个单席位选区领先，俄共赢得9个单席
位选区，公正俄罗斯党赢得8个。

帕姆菲洛娃说，统俄党赢得超过 300个国家
杜马席位，保住“宪法多数”地位。俄共获得的席
位显著增加，自民党的席位几乎减半。

此外，根据中选委数据，本届国家杜马选举投
票率为51.68%，超过2016年的47.88%。

俄总统普京当天表示，高投票率说明人们以
负责任态度对待国家杜马选举，俄罗斯的稳定、繁
荣和进步取决于国家杜马的工作，希望新一届国
家杜马代表尽己所能，不辜负人民的信任。

俄国家杜马选举从 9月 17日持续至 19日。
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 450 名代表组
成。此次选举实行混合选举制，即在总共 450个
议席中，一半议席按照政党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
另外一半议席则在单席位选区中选举产生，即在
全国设立 225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产生一名议
员。各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得票率门槛为5%。

去 年 ，自 驾 在 青 藏 高 原
上。中秋的高原，早已是五彩
斑斓，仿佛打翻了的油彩，层林
尽染，到处是油亮亮的色彩。
在格尔木看罢千年不倒的胡杨
林，我们向着拉萨前进。

中秋那天，我们正好到达沱
沱河。蜿蜒的青藏线，一路都是
雪山相伴，也有整齐的军车，如
长龙般执着前行。夕阳西下，我
们到达了沱沱河，这里是三江的
源头。站在这里，沐着夕阳，可
以看得到三江之源，它如同人的
血脉，在夕阳中泛着微光，那种
浩瀚壮阔之美，非语言能表达。

我们到达沱沱河，在朋友的
帮助下，入住了沱沱河兵站。这
是青藏线上诸多兵站的一个。
我们从车里下来，早已被高反折
磨得“七荤八素”，只感觉天旋
地转。整齐的军营里，年轻的战
士们还在操场上打篮球，个个生
龙活虎。而那个指导员，则微笑
着来和我们攀谈。他乐呵呵地
说：“你们来得正巧，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我
们有晚会呢，一起参加吧。”

高原上的中秋晚会，又恰在军营，我
好奇极了。晚上，我坐在战士的队伍里，
忍着头痛参加晚会。及至坐定，才看到那
些年轻的小战士嘴唇都有些发紫，这是常
年在高原的原因。而接待我们的那个指
导员旁边的战士告诉我他才三十多岁，可

是我看他头发都有些白了，有
40多岁的样子。

晚会开始了，气氛非常热
烈。主持人就是接待我们的指
导员，一张口就妙语连珠。此
时，高原的月亮格外大、格外美，
已经悄悄从天际爬上来。

年年中秋，又是思乡季。一
位年轻的战士唱了一首《望
乡》，曲调优美，久久不散。每
个人在月光中，都陷入了思乡
中。这些可爱的战士，他们来
自天南海北，此时，他们的心都
随着歌声，飞到了遥远的家乡，
那里有父亲劳碌的背影，也有
母亲细细的叮咛。

天上的月亮越来越高，战士
们吃着月饼，笑脸盈盈。其实，
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勇敢的高
原汽车兵，是如此克服重重困
难，翻越唐古拉，经过藏北草原，
行驶在高原天路上，将物资源源
不断运往拉萨。每当战士退伍
时，他们面对着莽莽高原，抚摸

着自己开过的车，依然会涕泪长流。这高
原融入了战士们多少情、多少爱，多少梦想
和青春的回忆呵。

青春不可重来。我悄悄地问身边的一
个小战士：“来高原，你后悔吗？”战士帅气
地笑笑，说：“不，
因为高原有我的
爱，我的梦想。”

担任市人民监督员好几年了，参
与了法律法规要求的人民监督员必
须对检察院工作进行监督的方方面
面。公民应当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
法律跟随公民，应当如同影子一样。

敬畏法律，千万不要贪小。监督
的许多案件，涉案当事人的涉及侵占
的财物价值并不高，但却到了违法
地步。利用超市收银机和人员管理
上的漏洞，连续多次采用多拿货物
少交款的方式——拿的货物都是日
常家用，每次数目的确不大，但日积
月累就达到了法律规定的应该追
究法律责任的地步。报案说其违
法了，他们便目瞪口呆，赶快赔偿
损失，求得当事人和法律的原谅。
在听证现场，面对涉案人认罪认罚
的真诚与悔罪的痛心疾首，我常常
感慨系之：这都是贪小惹的祸啊。

敬畏法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一次，我参加一个区检察院的听证会，
听证监督的都是酒驾违法犯罪但却
符合不起诉或相对不起诉案件条件
的，这些涉案人都谈到他们违法的初
因是心存侥幸。有一位打扮精致的
年轻女孩，在听证会现场，说自己平
时处事小心翼翼，没想到因为侥幸心
理酒驾而违法，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敬畏法律，更不能忘乎所以。这
类违法犯罪者，往往手握一点点权
力，把组织的制度和程序、领导与同
事的善意提醒，常常置之不理。一
次，在诉讼现场，我见识了一位阻碍
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情
况，这位当事人很嚣张，撒泼耍赖、
胡搅蛮缠，斥责、谩骂诉讼参与人依
法行使诉讼权利。当然，最终他受
到了法律的惩罚。看着这起案例，

“上帝要毁灭他，必先使其疯狂”的
经典名句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敬畏，是在面对权威、庄严或崇
高事物时所产生的情绪，带有恐惧、
尊敬及惊奇的感受。朱熹说：“然敬
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
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
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
是敬。”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良法
善行下，全民守法应该是法治大厦最
厚实最牢靠的基础。而对法律心存
敬畏，就应该有这样一种感受，这样
一种如同敬畏神灵一般守住心灵而不
放纵自己心内的“魔鬼”，不贪小、不侥
幸，不忘乎所以，甚至不盲从……都
应该成为公
民最应有的
品质与素养。

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让-
皮埃尔·泰博 9月 18日离开堪
培拉回国。此前，在美国主导
下，美英澳三国 15日宣布建立
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
将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
队，澳将与美英合作在澳建造
核潜艇。澳方同时撕毁与法国
海军集团签订的数百亿美元潜
艇大单。法国于 17日宣布召回
驻美和驻澳大使。

分析人士指出，美英澳此
举让法国和欧洲盟友感到耻辱
和背叛，进一步加深了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阵营内部的关系
裂痕，同时也将对亚太地区战
略稳定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造成负面影响。

法国“受伤”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16日接
受采访时说，澳大利亚的做法
给了法国“背后一击”。他谴责
美国总统拜登像前任特朗普一
样，做了一个“单边的、粗暴的、
不可预测的”决定。18 日，他
又指责这件事中存在“两面手
法、蔑视和谎言”。

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澳大利亚
中止与法国的合同违背了承
诺，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是
个“严重”决定。

法国塞纳-马恩省议员、历
史学者让-路易·蒂埃尔罗18日
撰文指出，如果说澳大利亚取
消合同是对法国的“贸易侮
辱”，那么美英澳宣布建立新的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则是对法国
的“外交侮辱”。法澳 2016年结
成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天变成了

“历史性侮辱”。法国绝没有想
到盟友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对美“幻灭”

美国从阿富汗的仓皇撤军
刚刚让盟友体会了什么是“美
国的承诺”，此次事件再次暴露
了美国自私自利的面目。帕利
直言：“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美国
对待盟友和伙伴的方式。”

蒂埃尔罗指出，美国虽然
换了总统，但行事作风并没变，

“嘴上冠冕堂皇强调多边主义
和盟友间的团结，但实际上是
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一切，仍

然是‘美国优先’”。
法国《回声报》17日评论，

美英澳给了法国一记“耳光”。
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幻想美国
会善待欧洲，但潜艇事件让法
国看清了，拜登眼里只有华盛
顿的经济和商业利益。美国今
年 6月曾迫使瑞士放弃法国阵
风战机，转而购买美国 F-35A
战机，现在美国再次欺凌法国。

多重“后果”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法关
系因这次事件受到严重损害，或
降至 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
低点。法国《费加罗报》16日的
文章则指出，此次外交危机可能
会像因伊拉克战争而发生的法
美外交危机一样持久。

有分析指出，和从阿富汗
撤军时一样，美国此次也未与
盟友充分协商和沟通，这不但
会加深盟友间的裂痕，还会进
一步强化欧洲“战略自主”的意
愿。《费加罗报》文章说，美国给
法国的这记“耳光”证明，法国
总统马克龙是正确的——欧洲
必须寻求战略自主权。

澳大利亚方面不少专家对
澳外交和地区局势表示担忧。
弗林德斯大学高级讲师罗曼·
法蒂和蒙纳士大学博士研究生
克莱尔·里乌撰文指出，澳法伙
伴关系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好
转，澳方可能受到法方的经济
和外交报复。澳智库洛伊研究
所研究主管埃尔韦·勒马耶认
为，法国是欧盟大国，此事可能
使澳欧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谈
判过程“复杂化”。独立公共
政策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国
际和安全事务项目主管艾伦·
贝姆说，美国支持澳大利亚建
造核潜艇可能促使其他盟友
提出类似要求，从而带来军备
竞赛风险，影响地区战略稳
定，同时也会让澳邻国对美澳
军事合作更加感到不安。

还有分析人士担心美英澳合
作可能带来的核扩散风险。美
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散事务的
前官员马克·菲茨帕特里克说，这
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有更多美
国盟友得到核潜艇，它们可能
会以获取核潜艇燃料为由而开
始铀浓缩活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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