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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的浪漫
哼着迷离的小夜曲
踏着嘀嗒的节奏
我在河边的林地淌洋

一座静谧的新城
在汩汩的河水中欢跳
心中的涟漪随河水奔向远方

一位结着惆怅的雨姑娘
身姿如光影般修长
披着柳丝般的秀发
和我并肩行走
漫妙的脚步意图把夜色丈量

我迷蓬着双眼，仰起头
细雨般的吻刷在脸上

轻轻地，有如夜的心跳
呵城廓之大，脸颊之小
温柔竞直泻而下
错把浪漫林地当床
爱的负离子
羞涩了夜的苍茫

你吻着我，我拥着你
你献我温柔，我报之轻抚
说不清谁爱多爱少
道不明谁主动背动
走着走着爱就来了
念着念着爱就深了
雨夜
我走在深深的雨巷……

法法治治中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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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军

许燕影

披着夜墨的外套
从江边归来
风，轻轻的
扯着我的衣角

堤岸边
晚归的渔舟
疲惫地
斜躺在江面上

远处的灯光
一头扎进水里
若隐若现
象精灵的鱼儿一样

城市渐渐的睡去
喧嚣躲进了小巷
唯有那
路边的小花
在晨露的梦幻中
悄悄的绽放

是的，这是我虚拟的春天
种子刚植入土壤
就被我说成了参天大树
而一颗遗忘的小草让我说成了森林
甚至眉睫的泪珠说成了海洋

是的，一枚坚硬的桃核
也让我说成花海嗅到了芬芳
我虚拟了夏天
虚拟了那场预期的邂逅
虚拟迟暮的秋
虚拟相爱和温暖
虚拟不存在的雪域虚拟了离别

我无法自持地虚拟着
虚拟了花殇情逝虚拟了烟水两忘
因为太深的思念
我来来回回
在吟了再吟的诗韵里
虚拟着不为人知的春夏秋冬

夜 归

虚 拟

黎武静

每次捐赠我都会想起以前的一
名学生 。 哲很懂事 ，管理班级事物很
认真细心 。 他的家境很不好 ，虽然也
是 90 后 ， 但是他根本没有同龄人的
优越条件 。 他父亲身体不好 ，不能工
作 ，全凭母亲一人操劳 ，全家三口租
住在一个几乎破旧的平房里。 在如今
暖气取暖的年代 ，他每天回家要帮助
母亲生炉子做饭 。 父亲因为长年有
病，脾气暴躁，经常打骂他和母亲。 但
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抑郁或不开心的
样子 。 若不是开家长会 ，听他母亲叙
述，我真的以为他与其他学生家境是
一样的。

那次学校号召学生给灾区捐物 。
班级同学带来很多衣物。 在整理的时

候，我意外地发现两件新衣服，衣服的
包装袋完好无损， 而且还挂在衣服挂
上。 我当即就问，这是谁拿来的。 我本
以为是哪个家境很好、 母亲讲究穿戴
的学生带来。 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是哲。
我把哲叫到教室外 ， 悄悄地告诉他 ，
“这衣服留给你母亲穿，捐的衣服是家
里不要的 ， 就是旧一些也没有关系
的。 ”哲笑着摇摇头，说：“我妈妈有衣
服穿，捐的是我妈妈特意买的。 我妈妈
说了， 送给别人尤其是需要帮助的人
衣服，不能是旧的或穿剩下的，那样对
人家不尊重。 ”我当时就愕然，转而就
汗颜。 也从此明白了如此家境的他为
什么生活很乐观。

我为他人也捐过很多衣物， 但我
确实没有考虑过别人是否需要， 我想
到的只是这些东西我不需要了， 没有
地方存放，倒不如送人。

我不禁想起一件事 ：小女孩要参
加捐赠 ，因为母亲教育她要把自己生
活中的好东西与别人分享 ，而不是把
自己不需要或不喜欢的给出去。 小女
孩下了好大决心 ，最后哭着吻了吻妈
妈 ，说 ：“妈妈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

了。 ”妈妈惊讶万分 ，女孩抽泣着说 ：
“我只能把您捐出去了 ！ ”童心可鉴 ，
舍其所最爱。 倒是我们成年人该仔细
反思。

我又想起到省重点某高中学习，午
间在学生餐厅用餐，其中一个窗口明晃
晃地贴着几个大大的红字：贫困学生就
餐窗口。 我私下问了该校的老师，有很
多学生就餐吗？ 那个老师笑着摇了摇
头，几乎没有学生去就餐。是呀，家境拮
据并不代表尊严也贫困。帮助别人本是
善举，但千万不要忽视了人的尊严。

我很敬重前几日公众曾热议的某
人以匿名方式进行的捐赠， 每次都是
9999 元，因 10000 元必须是实名制。 他
帮助别人，但却不希望人家知道自己是
谁，不去聆听人家的一句感谢，更不屑
电视作秀、报纸炒作。 这样的人是真的
善良的人，是懂得尊敬别人从而更值得
世人敬重的人。

捐赠不是给予别人我们不需要的
东西，是赠与他人我们每天都在应用而
对他人亦有用的物品。捐赠只是帮助别
人暂时渡过难关，捐赠不是施舍，不是
同情，捐赠更是对尊严的敬重。

我喜欢那些落在字里行间的雨 。
氤氲了古与今的界限， 听得见岁月的
回响。

闲雨时节，忆得清晰的是自韦庄笔
下流出的一阕《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
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
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未
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雨落在欲眠未
眠的时分，画船摇曳，水波温柔，而雨声
就这样落下来，点点滴滴，都是相思意。
不论第几次读它， 永远同第一次读到时
一样，这般恍惚。热闹红尘，沉静时分，故
乡正远，往事正浓。

那潇潇的雨落在苏轼的一阕 《定
风波》里，又是另一番景色了。 “莫听穿
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
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
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
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晴。 ”漫天风雨又如何？ 终有雨散
云收的时候，阳光覆满身心。 写在这词
前面的一段小序， 亦有趣味：“三月三
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

狈，余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 ”仿佛
越过千年时光， 看得出这雨来时的种
种情状， 连隐在字字句句后面的笑容
都看得分明。

偶然观赏书法， 一幅被后人赞为
“古淡天真”的卷轴。 出自倪瓒的《淡室
诗》：“欲写新诗尘满几，味我迂言淡如
水。 白云淡淡何从来， 来伴孤吟北窗
里。 酒味甘浓易变酸， 世情对面九疑
山。 白云且结无情友， 明月幽禽与往
还。 八月廿日，过宗道云栖楼，命余赋
子安淡室诗，因赋。 是日疏雨生凉，山
光满几，殊有幽兴也。 瓒。 ”其诗如其
名，淡室幽兴，诗中句白云淡淡 ，诗后
语雨落翩翩，“疏雨生凉， 山光满几”，
清雅自如，虚室生白。 此情此景，雨透
纸背，心无纷纭。 正是世界至繁，天地
至简。 其实一生所求，又有几何？

这雨落在 《菩萨蛮 》，落在 《定风
波 》，落在 《淡室诗 》，也落在我和图书
馆“相看两不厌”的往日时光。 去图书
馆读书的那些年里， 有披雪而行的日
子，有浴风而进的日子，还有那一路晴

朗的日子，坐在阅览室里，外面的雨却
来了，淅淅沥沥的 ，先礼后兵 ，越发落
得不成样子。 雨越来越大，在积水的地
上砸出一个个水泡，争先恐后的。 兀自
捧着书躲在屋里， 心里却不担心回家
的路。 被雨围困时，仍可读得畅快，时
不时从书里穿到窗外， 再从窗外落回
书里，奇妙的时光。 幸运的是，这么大
的雨仍是停了。 漫天阳光，仿佛雨从来
不曾光临，幸福地载着书回家去。

如今，雨落下来的时节，都堆成思
念的光阴。 杜甫曾在《秋述》里谈起新
朋旧友：“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
雨不来。 ”旧雨，老朋友，新雨，新朋友。
雨成为朋友的代词。 童年时和小伙伴
去踏雨，连雨伞都随手丢进积水中。 趟
着雨，嘻嘻哈哈，笑声雨声，相映成趣。
新雨旧雨，故人何许？ 那些人海中失散
的友朋，都在雨声中的回忆里。

思念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连图书
馆都搬得这般远了， 想念被雨围困在
阅览室里的时刻。 静静的年华里，等一
场旧雨重逢。

杨晔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记者靳
若城 白洁）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1 日
表示， 中方对永暑礁新建机场所进行
的校验和试飞活动完全是主权范围内
的事情 ， 越南指责中国校验试飞完全
站不住脚。

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越南民航局局长赖春青
称其已向中方和国际民航组织递交抗
议信，指称中国飞机无视国际民航组织
规则，在未提供飞行计划或与越南空中
交通控制中心进行无线电联络前提下

飞越南海越方领空 ， 威胁地区飞行安
全。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洪磊说，首先
要重申的是，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
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对永暑
礁新建机场所进行的校验和试飞活动
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所谓中国试
飞活动影响地区安全的指责完全站不
住脚。

洪磊表示 ，必须指出 ，越方有关未
接到中方通报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2015 年 12 月 28 日，中国民用航空飞行
校验中心根据有关规定和国际惯例，向

胡志明飞行情报区管理当局通报了中
方校验机的飞行计划和航线等具体技
术信息，但直到现在对方也未作任何反
馈。 他说， 在通过上述业务渠道通报
后，中方还于 12 月 30 日专门向越外交
当局进行了技术性通报并做了解释性
说明。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越方无视中
方有关校验和试飞活动的专业性、技术
性、民事性和国际公益性 ，继续对中方
的正常活动进行无端阻挠。

洪磊表示，为了确保有关校验和试
飞活动安全、有效实施 ，中国政府决定

将有关飞行活动转化为国家航空活动，
并征用民用飞机完成相关工作。 根据国
际法，国家航空活动不受 《国际民航公
约》 及国际民航组织有关规定的限制，
由主权国家自主负责实施。

洪磊说，中方自主、安全、成功完成
了永暑礁新建机场校验和试飞。 检测结
果表明，永暑礁新建机场完全符合民用
航空标准，已具备保障民航飞机安全运
行能力，可为人员往来 、紧急救助等提
供便捷的交通方式，有助于提升南海地
区海上搜救等公共服务能力。

德国总理默克尔 ９ 日表示支持修
订相关法律，对在德国犯罪的难民和避
难申请者实行更严格的处罚。

２０１６ 年新年伊始， 德国科隆性侵
事件震惊欧洲。随后，德国其他城市、芬
兰、瑞士、奥地利也纷纷报告类似事件，
而肇事者大多疑为难民。 分析人士认
为， 这些事件激发欧洲各国排外言论，
欧洲难民政策恐将收紧。

难民潮令男女比例失调
跨年夜当晚，上千名有“阿拉伯和

北非面孔”的青年男子聚集在科隆火车
站站前广场燃放焰火，醉酒寻衅。 他们
选择女性目标并将其围住，随后展开性
侵和抢劫。 德国警方目前已接到 ３００ 余
起相关报案，司法部长马斯称这是一起
“全新形式的有组织犯罪”。

随着科隆性侵案情的不断披露，难
民涉案已毋庸置疑。德国警方当晚拘留
的嫌疑人中，已证实大部分人持有德国
避难申请证明，国籍是叙利亚。 在目前
已遭逮捕的 ３２ 名嫌疑人中，有 ２２ 人是
初来乍到的难民，正在德国申请庇护。

有分析人士认为，研究证明，性别
比例严重失衡会导致暴力和性犯罪风
险大幅增加。 客观来看，以男性为主的
难民潮令欧洲男女比例失调加剧，也会
令性侵案件增多。

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 ，２０１５ 年经
由意大利和希腊进入欧洲的成年难民
中，超过 ６６％为男性；在无成年人陪伴

的 １８ 岁以下难民中，约 ９０％为男性。

欧盟各国加强边境管控
科隆性侵事件令欧洲反难民呼声

高涨，右翼政党借机炒作，加剧了难民
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原先对难民持开放
态度的欧洲国家纷纷收紧边境管控以
期 “堵”住汹涌的难民潮。

德国排外组织支持者 ９ 日在科隆
示威，要求德国政府限制难民，示威随
后演变成骚乱。警方动用高压水枪驱散
示威者，并逮捕数人。 德国公共广播联
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５７％的德国人支
持恢复边境管控， 比去年 ９ 月上升 １２
个百分点。

面对沸腾的民怨和舆论压力，德国
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９
日达成党内一致，计划修改法律，降低
驱逐有犯罪行为外国人的门槛，在德难
民和避难申请者若犯罪并被判刑，将失
去在德居留权并被驱逐出境。而按德国
现行规定，避难申请者只有在被判 ３ 年
以上刑期的情况下，才会被驱逐出境。

瑞典、丹麦本月 ４ 日相继宣布实施
边境管控。 欧盟虽然 ６ 日急召瑞典、丹
麦和德国官员探讨申根区的人员自由
流动问题，但对各国的边境管控行为也
只能听之任之。 同时，欧洲各国对各自
管控边境的决定也更加理直气壮。

分析人士认为， 从目前趋势看，不
管是出于维护自身安全需要还是迫于
舆论压力，欧洲的难民政策恐怕都将收
紧。 （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昨表示，中方对永暑礁新建机场所进行的校验和试飞活动完
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越方指责完全站不住脚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记者
陈菲） 为进一步规范司法解释工作，最
高检日前发布了新修订的《司法解释工
作规定》， 强调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司法解释，经检察长决定 ，可以
在互联网、报纸等媒体上公开征求社会
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规定指出， 检察院在检察工作中具
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只能由最高检作出司
法解释，并明确了司法解释制定的形式及
相关适用情形。 按照规定，司法解释采用

“解释”“规则”“规定”“批复”“决定” 等形
式，统一编排最高检司法解释文号。

规定明确，司法解释工作应当主动
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的监督。 同时，规定应当报送全国人
大相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全国人大常委
会相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应当征求有
关机关以及地方检察院、 专门检察院、
最高检有关业务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学
者的意见。 此外，还可以征求社会各界
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最高检发布新修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

涉群众利益可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银川 1 月 11 日电（记者任
玮） 记者从宁夏银川市人民政府获悉，
银川 “１·０５”公交车纵火案补偿标准已
确定，一次性补偿每位遇难者 ７５ 万元。

银川“１·０５”公交车纵火案致 １７ 名乘
客死亡， 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重大损
失。纵火案发生后，银川 “１·０５”公交车纵
火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善后处理组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按补偿标准和办法，由银
川市公交公司给予每位遇难者一次性补
偿 ７５ 万元（含死亡补偿金、丧葬费、被抚

养人生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目前，各善后处理工作
小组正全力安抚劝慰遇难者家属， 耐心
细致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１１ 日当天，“１·０５” 公交纵火案遇难
者哀悼活动在银川市贺兰县欣兰广场举
行。社会各界献上鲜花，寄托哀思，向遇难
者默哀 ３ 分钟，共同哀悼 １７ 名遇难者。

“１·０５” 公交纵火案犯罪嫌疑人马
永平已于 １０ 日被银川市人民检察院批
准逮捕。

银川“１·０５”公交纵火案补偿标准确定

每位遇难者补偿７５万元

据新华社上海 1 月 11 日专电（记
者黄安琪）银行经理利用公民个人征信
信息谋取私利，不仅自己 “以身试法 ”，
还拉拢同事“入伙”。 犯罪嫌疑人胡某等
人近日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悉，胡某原是一家银行的客户经
理，工资待遇丰厚。 陈某为一名贷款中
介公司的员工。 陈某提出让胡某利用职
务之便，通过其所在银行的个贷查询系
统，查询客户的银行征信信息 ，并以每
条信息 ３０ 元作为报酬。

陈某将自己所要查询的客户名单及
征信查询授权书复印件等一并发到胡某
邮箱，胡某再将查询结果以电子邮件的形
式发送给陈某。随着所需查询的征信信息
数量不断增加，胡某还以高额利润为诱饵
拉同事李某和王某某“入伙”。

据统计 ，犯罪嫌疑人胡某 、李某 、
王某某非法查询他人银行征信信息共
计６９２４ 条，非法获利超 ２５ 万元。 犯罪
嫌疑人陈某将从胡某处购买的银行征
信信息出售给他人， 共计非法获利 ３６
万余元。

银行员工与贷款中介出售客户信息被审查起诉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国国际际聚聚焦焦

２０１６年新年伊始，德国科隆性侵事件震惊欧洲

性侵案逼欧盟收紧难民政策

当地时间 1 月 9 日，德国科隆爆发反对移民的抗议示威（中新社）

陈百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