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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新日茶壶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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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回到老家，发
现栽在后院的那棵柿子树
上，挂满了大大小小表皮已
有些泛黄的柿子。远远望
去，翠中带黄，黄中裹绿，煞
是招人喜爱。

这棵柿子树是我和父
亲赶集时买的。当时它只
是小小的细细的一根，顶多
一尺长，根部带了些湿湿的
泥土。回家后，我和父亲仔
细挖好土坑，最后又填了些
磷肥，小心翼翼地将小树苗
栽了下去。几年后，柿子树
在父亲精心地照顾下，长势
喜人，一到秋天，树上就挂
满了金灿灿的柿子。

那时，我总会趁着柿子
还没有完全熟透时，就心急
火燎地将柿子摘下来，然后
将它深埋在装有麦子的柜子
里，用麦子的温度将柿子捂
熟。这个做法简单易行，并且绝对安
全。大约四五天后，柿子就变得非常柔
软。最后，我用清水将柿子洗干净，一
个人躲在房里一饱口福。满嘴香甜的
柿汁让我一连吃几个都不解馋。

参加工作后，每到柿子成熟的时
候，母亲一定会仔细将成熟的柿子装
好，和父亲一起坐上几个小时的车，给
我送一些来。母亲有晕车的毛病，经
常一趟车下来，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

恶心呕吐，半天缓不过劲儿。
我心疼得不行，埋怨母

亲不该为这点小事伤了自
己的身体。大街上到处都
有卖柿子的，价钱也很便
宜，用不着这样费神费力。
可母亲却不这么认为，她先
是拿眼剜我一下，然后疼爱
地对我说：“外面卖的柿子
哪有自家的柿子吃起来香
甜可口。”

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
每次来我这里，她都会尽可
能多带点柿子过来。然后，
挨个敲开邻居家的门，将个
大皮薄肉多的柿子送给邻
居。我提醒母亲，城里不比
农村，邻居之间常常不太来
往，像您这样热心地给人家
送柿子，对方也许并不稀
罕。母亲听后，立即严肃
地对我说：“人和人交往，交

的是真诚、真心和坦诚，咱们做到友
善为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有时，
柿子实在多得吃不完，母亲便会将它
加工成柿饼。

转眼间，又到了一年柿子飘香的季
节，也到了秋风剪云雁南飞的季节。我估
摸着，再过几天，母亲一定会给我送柿子
来。只不过，却再
也不会有父亲陪
在她身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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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开幕式

10月11日，《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在中国昆明拉开帷
幕。COP15将制定“2020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新目
标，受到外国媒体广泛关注。

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
COP15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
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
议，将审视“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绘制未来 10
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蓝图。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引述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新闻官的话说，国
际社会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寄予厚望。

英国路透社报道说，受生
产生活和气候变化影响，人类
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不断
遭到破坏，希望本次大会能够
为达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作出努力，保护生
态环境。报道引述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副执行
秘书戴维·库珀的话说，希望
参会各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展现更大雄
心，形成清晰方向，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确定谈判文本。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报道说，来自近
200个国家的代表相聚昆明，COP15第一阶
段会议预计将发布“昆明宣言”，旨在呼吁各
方采取行动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

爱尔兰《爱尔兰时报》刊文说，COP15的
目标之一是为 2020年后的行动计划凝聚共
识。文章评论说，如果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丧
失，生态系统就无法正常运作，农作物歉收、病
虫害等问题也会随之出现，进而导致粮食减
产及原料短缺。文章引述英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教授安迪·珀维斯的评价说，COP15是人类

“开创可持续未来的良机”。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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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云上边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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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都还是很苗条的时候，每家每户的
茶壶都会腆着大肚子在火苗上打坐，那一份禅
意和热情都在心里。

茶壶不是精贵之物，就如吃饭的碗，好歹不
说，家家户户都是必备的，除了自己解渴，来了
客人倒上一碗茶，那是礼节也是交情，所有的
好，都在这茶里。

乡下的茶事是简单的，大粗瓷碗一摆，不管
是白开水，还是什么草的叶子，一冲就是一大
碗，用起来方便，喝了过瘾。古人的斗茶，也只
能是说书人口里的，田园市井里流行的就是这
么个喝法，习惯了，也不足为奇。

喝茶讲究也是近几年的事。人们开始复
古，开始选择。紫砂壶、铁壶、瓷壶、铜壶纷纷走
进家庭，好客之人自然会有一套好的茶具，这是
使然，也是必然。

“一器成名只为茗，悦来客满是茶香。”记不
清是谁说的了，但今人喝茶既选择茶，也选择泡
茶的壶，更选择喝茶的人。

我一直怀念在乡下的那些岁月，一家人
围在一起，中间的火炉上，大铁壶冒着热气，

说着闲话，喝着热茶，不知不觉又一年，生活
淡然而多彩。

我对茶的启蒙源于四爷，这个精瘦的小老
头对吃可以用苛刻来形容，但对于茶，他就是
个“败家子”。他喜欢绿茶，喜欢明前绿，喜欢
谷雨绿，喜欢毛尖，也喜欢炒青。除了紫砂
里的那抹红，透亮的玻璃杯里永远都是绿茵
茵、清脆脆的嫩芽。一杯茶在手，不管谁主沉
浮，他的那份超脱，很多年后我才体会到。那
一刻，我才知道什么是茶，什么叫喝茶，什么
是享受。当然，直到他作古，他黑黑的大茶壶
还挺着大肚子蹲在煤炉上。

冬天是需要温暖的，家家的炭火上都会端坐
着肥嘟嘟的大茶壶，旁边烤着红薯或土豆，这是
孩子们的喜爱，大人们自然就是这翻着水泡的开
水了，家乡有个讲究，本来过得很清淡，可不敢

放上茶叶，太寡淡，把肠子里的油都带走了，谁
都不喝。队长余豁子喝，他家的油水大，喜欢喝
两盅，晕晕乎乎的时候，来杯茶叶水，醒酒快。
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是乡亲们的托词，谁买
得起茶叶，还不如找个借口，也不失脸面。

上海来的刘代表住在我们家时，正是插秧
和收麦子的大忙时节，刘代表不会插秧，他就在
稻场负责晒麦子，停一会儿，用木耙子把地上的
麦子扬起来，好晒得均匀，他就在树阴下支起木
桌，端来小凳，用明亮的玻璃茶壶泡一壶铁观
音，自饮自品，谁知，那股茶香引来了村子里的
男人们，这些浑身汗渍，满腿泥巴的庄稼汉，争
着喝刘代表泡好的茶，都说好。日头落山，月亮
升起，他们还围在一起回味来自大上海的香茗，
砸吧的嘴伴着涌动的喉结把一口口吐沫咽进肚
子里，那是一种欲望，少有的欲望，谁能说得清？

参加工作之后，我理解了乡下茶壶之中的
清贫，那份丰满只是精神层面的最低需求，毫
无物质基础可言，但他属于草根的快乐和欢
欣。城里就不同，家家户户的茶壶就是干净
的，泡满了茶叶的，带着植物的香味的，能品出
个上下高低的，那种丰满不是空洞的，是实实
在在的丰满，有生活的
另一种滋味在里面，高
出乡下很多。

阿富汗塔利班：打击“伊斯兰国”自己来，不与美国合作
阿富汗塔利班 10月 9日排除与美国合作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可能性。
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勒·沙欣告诉美联

社，“我们有能力独自对付”“伊斯兰国”，不
会与美国合作。

由塔利班组建的阿富汗临时政府与美
国政府代表 9 日开始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
谈，为期 2 天。这是美军 8 月底撤出阿富
汗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会谈，议题包括外

国公民和部分阿富汗人撤离阿富汗和打
击极端组织。

美联社报道，塔利班在与美方开启会谈
前就打击“伊斯兰国”这一关键问题表明“不
可妥协的”立场。

塔利班 8月接管阿富汗以来，“伊斯兰国”
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在阿富汗发动多
起袭击。这一极端组织本月 8日在阿富汗北
部昆都士省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式炸

弹袭击，导致至少 46人死亡、143人受伤。
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会谈前披露，

美方将向塔利班施压，要求后者确保恐怖
分子不会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美国安全，
以及组建包容性政府、尊重女性权利、允许
人道主义组织自由进出有需求的地区。塔
利班方面则要求美方解冻阿富汗中央银行
资产、尊重阿领土完整、不干涉阿内政。

9 日会谈中，塔利班警告美方不要破坏

塔利班政权。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
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当天会谈结束后
告诉阿富汗巴赫塔通讯社：“我们清楚地
告诉他们，破坏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稳
定对谁都没好处……与阿富汗保持良好关
系对各方有益。”

另外，穆塔基说，塔利班还将与欧洲联
盟代表会谈。他没有提及会谈具体时间。

□据新华社

夕阳西下，坐在摇椅里的
母亲，轻轻地吟诵：“三载重阳
菊，开时不在家……”久在工
地、回家不几日的爱人，缓步
前行，蹲在母亲身边，轻轻地
给母亲捶着腿，我抬起头，正
对望上母亲湿润的眼……

十多年前，父亲过世，母
亲离开她生活了五十多年的
故乡，随我一起生活。在2010
年重阳之际，母亲查出患膀胱
癌，悲痛之余，我给自己立下
了规矩：生活中的一切，以母
亲为重，把最好的，给母亲！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
自母亲病重以来，我日日陪
伴，不论等候在手术室外，不
管天阴下雨化疗之时，也不
论母亲无法承受轻生之际，
更不论日常的饮食起居，我
均用心侍奉。带母亲去买衣
服，找舒适合身的，从不问价
格；母亲肠胃不好，少食多
餐，我总会备好；家中向阳的
主卧留给母亲住，冬天怕冷，
我总会每晚准备好两个热水
袋；外出总会带一个小凳，以
备母亲随时歇歇脚。“体念母
亲情至诚，母棰轻重甚关心；
一朝知母力衰退，顿起辛酸泪湿襟。”即便我
已倾其所有，也常在问自己，自己是否真的能
像古人一样事无巨细？

“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春
天，桃红柳绿，陪母亲到郊外走走，母亲顿能
忘记身体的病痛，跳起她刚学得有模有样的
广场舞；有一日，路过城运公园，母亲听到有
优美的音乐传出，她猛地直起身，竖起已经
有点背的耳朵费劲地听着，我靠边儿停
车，随母亲走进去，让她享受愉悦的夏日
午后；秋日里，母亲总会忆起，在老家时，
丰收的喜悦场景，择一日，秋高气爽，随母
亲到附近的村庄看望乡亲们；隆冬季节，我
会钻进母亲的房间里，陪母亲享受她的戏
剧时光，当然还有一屋子的冬日暖阳。择
好天气、选整段的时光、尽其所能地陪伴
着母亲，可我还是不免问自己：“我所给予
母亲的，能有母亲给予我的几分之几？”

何必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在之时，何必
要等到父母病重之际，才懂得珍惜最亲的
人。请天下的儿女，就当下，自今日，从现时
开始把最好的，给父母！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最美是重阳，美
在一份思念，美在一份景致，美在一份孝心！

城市阴郁的秋，下午变
得短了，一场午睡后，暮色已
经开始慢慢降临。

闲看暮色当在晚饭后，当在城市缝隙的空地
上。倒不是说近在咫尺的公园不美，而是这里
的绿是一茬一茬新起来的，是一季一季蔬菜串
起来的，绿里有平凡的奇迹——时光和着绿一
起来又一起去。

不知不觉间，初秋时嫩得能掐出白浆的红苕
尖已经匍匐成一地深绿。被挖走红苕的坡地裸露
出褐的肌肤，肌肤下是肥沃十足的土壤，土壤里有
大地看不见的经络纵横缠绕，有看不见的血液就
润泽在湿散的土壤里。下一季，迫不及待地填补
土地空白的又会是什么蔬菜的绿呢？

绿并非唯一主题。那棵被放倒的大树已经以这
个固定不变的姿势躺了很久，从三年前这里的最后
一户人家搬走时，它就躺在那里。它躺着，就宣告了
一种生活的结束，也宣告了一种生活的开始。在风
吹日晒中，它更加衰老了，它将要腐烂了，它终于也
做不成这个时代的标本了。

这块地是要搞修建的，开工时间谁也不知道，既

然如此，地就得种下去。
一个女人蹲在地上搓红苕上的泥，锄头歪在一

旁。山坡下，是一个商品房小区，小区的围墙把女
人和小区隔开。视线越过土疙瘩，可以看到小区里
的各式小轿车；另外一对老夫妇显然没有认出我，
我是记得他们的，一年前，我在这里和他们说过话，
那时他们正在一根一根地掐冬寒菜。我知道，我所
住的小区以前是他们村的稻田，他们还在这个小区
里做过水泥生意，最后开发商用小区里的一套房子
抵了水泥欠款，但他们还有其他房子。我问他们：

“你们又不缺钱，为啥还要种地？”老太太说：“不种
也是空着。”夜色有些暗了，老头儿吃惊地看着把手
机对准红苕拍照的我说：“红苕叶子都要拍呀！”然
后他又补了一句诚恳的建议：“你开闪光灯嘛！”

天空的幕布是一点点拉上的。鸟儿并不甘心谢
幕，两只相向而飞的麻雀眼看就要撞上了，但一只突
然急停急转，它们转瞬就成了双飞的比翼鸟。对面
楼顶提示过往飞机注意高度的红灯明明灭灭。

一根铁管顶着水晶一样的玻璃脑袋，湖蓝色，
透着光。这个装饰物之前是什么已经不重要，被作
为垃圾丢弃的它成了区分地与地的围栏，成了这方
荒地的守望者。

满城的街灯亮起来时，黑的夜被驱逐得丢了
魂。红灯的上方是红的天空，黄灯的上方是黄的天
空，绿灯的上方是绿的天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期间，
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
会等社会组织和人权研究机构主办了多场云上
边会，来自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巴基斯坦、老
挝、委内瑞拉等国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
等围绕“工商业与人权：新理念、新实践”“西藏
和平解放70周年与人权事业发展”“新疆：讲述
真相，拒绝抹黑”“美国侵犯阿富汗人权问题”

“科技发展与人权保障”“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与
人权保障”“中国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回
应与举措”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交
流。多位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人权发展成就举
世瞩目，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
国方案，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为世界人权保护提供了生动的
成功案例”

中国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保障少数民族
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
文化发展。在多场边会上，中国在少数民
族权利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受到与会
嘉宾的充分肯定。

“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对于西藏各族
人民权利的整体保护、全面保护、主动保护
以及实质性保护，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
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制度优势和实践特点，
为世界人权保护提供了生动的成功案例。”西
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素梅认为，西藏
和平解放 70年来，卫生健康事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政府对农牧区医疗补助标准不
断提高，实行健康扶贫战略。国家对藏医药的
传承创新发展高度重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格桑卓玛表示，西藏的减贫实践是成功的，
营造了公平正义的人权发展环境，增强了西藏
贫困人口参与发展和平等共享发展成果的能
力，切实保障了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是西藏人权事业的历史性成就。

与会嘉宾们还通过介绍新疆繁荣发展的
真实情况，揭露了少数西方国家对新疆进行污
蔑抹黑的行径。

英国学者马丁内斯表示，自己近年到访新
疆时，根本没有看到所谓“文化灭绝”“宗教压
迫”的现象。少数西方国家对新疆“侵犯人权”
的指控毫无根据。

“我曾到访新疆并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切身感受到中国政府十分尊重新疆少数民族
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充分保障当地穆斯林群
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记
者阿萨迪说。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徐
绿平指出，少数西方国家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
化，大肆制造、散播涉疆谎言，恶意抹黑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心极其险恶，面目极其丑
陋，其行径为各国正义人士所不齿。

“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
体现”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 年）》。这是中

国政府制定的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受
到与会嘉宾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老挝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
西桑孔·西萨吉认为，中国第四期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符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关注
特定群体的权利保障，致力于解决贫困问
题等。该计划的发布和实施为各国提供了
很好的示范。

“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和进步。
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中国提前 10年完成
《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斯里兰卡常
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一秘拉吉米·马纳通
加表示，中国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内容
丰富全面，非常值得推荐和鼓励。

挪威人权中心学术主任巴德·安德森认
为，在中国有来自不同行业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良好实践，值得国际社会进一步研究
和分享。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万洪
指出，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
完善和行业指南出台，促进工商界在对外
经贸合作投资中遵循《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实施人权尽责，履行尊重和促进
人权的社会责任，呈现出新时期工商业尊重
人权的新范式。

“中国政府连续发布四期国家人权行动
计划，这是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体
现。”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颖侠
认为，本期行动计划的一大突出亮点是把环
境权利独立成章，丰富了环境权利的内涵，
彰显了对该项权利的重视程度。

“促进全球人权治理向着更加公
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给全球人权治理带
来新的严峻挑战，全球发展不均衡继续加大。
与会嘉宾认为，各国应共同努力，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促进国际人权合作。

“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已经难以奏
效。”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钱锦
宇表示，应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
全球人权治理。

英国教育专家盖瑞·麦卡洛克说，疫情给
全世界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反
思。以教育行业为例，疫情令人们反思潜在的
教育不平等现象。在线教学的迅速发展为全
球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门立军表示，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大力弘扬多边主义的精
神和理念，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中国为
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突出
体现在坚定不移维护和平、坚持以发展促人
权、坚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积极促进合作
共赢四个方面。”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表示，中
国政府自 2009年起连续制定并实施四期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显示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坚定政治意愿和务实的行动作风。“这不仅
会有力推动中国国内人权保障水平的持续提
升，而且有助于促进全球人权治理向着更加
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王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