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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12 月 4 日，是我国第四个国家宪
法日。据新华社报道，近 5 年来，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一批“问题法
规”得到纠正和撤销，有效维护了国家法治
统一。地方著名商标认定保护、“以审计结
果作为结算依据”的地方性法规，施行了 11
年的“附条件逮捕”制度正在被清理，这些都
是全国人大的备案审查制度在发挥实实在
在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铺开
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让很多人吃惊。宪法
也正借着最高立法机关的“备案审查机制”，

走出廊庙，照进现实，进入具体的案件场景
中，成为公民能有更深感知的根本大法。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其次要有
良法可依。但事实上，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

“部门立法”、地方立法任意“加码”“放水”、
以红头文件代替法律等问题，这又导致国家
法令不统一、执法受地方保护、部门利益掣
肘，以及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被“打折扣”等
严重问题。

为了防止“恶法”“劣法”出笼伤人，就必
须有相应的监督、纠正机制。2000 年颁布的

《立法法》就规定了全国人大以及其常设、内

设机构，对法规、规章的“备案审查”制度。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备案审查”制度进入发
展快车道。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所有
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
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
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十九大明确提出

“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更是中国法治史上
的里程碑。

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立法机关审查（目
前以“备案审查”为代表），而不是采取司法
审查或者“宪法法院”审查的方式。就审查
形式来说，目前最高立法机关对法规、规章、

司法解释坚持逐件、逐条主动审查，做到“有
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还应该注意
到，最近最高立法机关启动的几起“法规体
检”，相关机制的启动都是来自于普通民众，
这说明未来合宪性审查的启动机制，与普通
民众关切息息相关，让宪法机制照进普通公
民的生活。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和纠正”，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一
切法规、规章、红头文件都要放到法律、宪法
的尺子下量一量：法律不能打折扣，公民的
权利更不能打折扣。 （新京）

12 月 1 日下午，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
民法院依法对 4 名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
的被告人进行集中宣判。同时，司法机关还
将对这四人信息进行公开并禁止其从事与
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

让罪犯接受法律的惩处，是刑法打击犯
罪的应有之义，而如何有效地防范此类犯罪
不再重演、阻止有此类犯罪前科者不再重犯
此罪，也是法律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当
务之急。保护未成年人不被性侵害，法律当
用非常之举。根据今年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
民法总则，如果青少年在未成年时期遭遇了
性侵害，即便当时没有主张自己获得民事赔
偿的权利，追究侵害方的责任，年满18周岁后

仍可以“秋后算账”。淮阴区的做法延伸了司
法保护未成年人的触角，有其积极意义，但是
要使之机制化、常态化，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个人信息，
犹如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公布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一样，可以对此类犯罪形成强有力的
震慑。但是在对此类犯罪的被告人个人信
息公开方面，也应依法规范，既要充分满足
公众的知情权，也要在必要范围内保障被告
人的权利。

关于职业禁止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作
出具体规范，但适用的对象为“因利用职业
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
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并且职业禁

止的期限也有具体规定，为自刑罚执行完毕
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 3 年至 5 年。性侵未成
年人的被告人是否属于刑法第三十七条之
一所规定的职业禁止的范畴，应当在法律适
用的层面予以明确。如果通过司法解释规
定应当将此类被告人纳入职业禁止范畴，那
么今后全国法院判处的此类罪犯均应被判
处职业禁止；如果不属于职业禁止的范畴，
那么人民法院不得就此作出禁止令。

淮阴区保护未成年人不被性侵而进行创
新的初衷获得了广大网民的支持，但不管是
公开公民个人信息也好，还是对被告人进行
职业禁入也罢，都是十足的法律课题，应当通
过法律法规使之机制化、常态化。 （法报）

山寨“兵马俑”
12 月 3 日，河北省邯郸市现山寨“秦

兵马俑”展，近 50 个仿制的“秦兵马俑”
将领、士兵、战马及战车，赫然被放置在
某房地产营销中心现场，并配有“秦兵
马俑”图示解说，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
观拍照。山寨“兵马俑”，并以此招揽游
客牟利，是一种赤裸裸的文物造假行
为，有损文物尊严，而不仅是侵犯知识
产权的问题。 （新京）

别以艺术之名
误伤通信权

电视剧《猎场》热播，有网友称，在第 25 集和第 43 集中有
未遮挡的电话号码，且号码均能拨通。对此，深圳的赵先生
告诉记者，他正深受其扰，生活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电话号码被影视剧曝光的事例中，被骚扰的当事人难以
及时充分地维护隐私权和通信自由权，往往只能坐等影视剧
的热度逐渐冷却，骚扰自然消亡。被误伤通信自由权的个人
与影视剧制作方相比，缺乏强有力的话语权，其维权成本又
很高。因此，影视剧的审查部门及时制定规则，禁止影视剧
中出现可能伤害别人合法权益的信息，坚决避免以艺术的名
义误伤他人合法权益的现象。 （法报）

“暗恋短信”
流氓软件惹祸

据媒体报道，家住武汉市洪山区的潘先生收到一条短信，
称有人暗恋自己，而这条“表白短信”刚好被妻子看到，差点引
起误会。潘先生仔细查看，发现短信是某交友软件发来的。

潘先生的遭遇，实际上这是市面上一款颇为流行的流氓

软件惹的祸。被流氓软件骚扰的用户不胜其烦。面对这类

流氓软件，一般的用户往往也只能无奈和愤怒，却束手无策，

这是因为维权成本太高的缘故。这就需要执法部门多一些

作为了，督促平台依法行事，还消费者清静。 （新京）

公布剩余善款
是法定义务

四川女孩周琳罹患乳腺癌。在治疗期间，她将自己的抗

癌历程用日记的形式记下来，感动了无数网友，被称为“抗癌

日记”女孩，同时获得热心人士的大量捐款。不幸的是，11 月

27 日，由于病情快速恶化，周琳家中去世。11 月 28 日，记者

从周琳家人处得知，家里人在处理完周琳的后事后，会将剩

余的捐款整理公布，希望用这些善款帮助更多的人。

“抗癌日记”女孩的父母主动公布剩余善款，我们应当对

其点赞。实际上，从法律角度看，受捐者公布剩余善款，这并

不只是个人的自觉行为，更是一种法定义务。不管受捐者或

者其亲属是否乐意、愿意公布剩余善款，在法律上他们都必
须公布剩余善款，并让剩余善款继续释放爱心。 （燕赵）

阻挡消防车被拘
是堂警示课

12 月 1 日，阜阳市公安消防支队临泉
中队官兵前往界首市执行任务途中，遭一
辆面包车阻挡。界首市公安局 12 月 4 日
证实，驾驶面包车未让行执行任务消防车
的王某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8 日、共罚
款 550 元、驾驶证记 2 分的处罚。

避让消防车、救护车、警车等已成为
绝大多数驾驶员所具备的交通常识。但
现实中，却有部分驾驶员无视规则，拒不
避让正在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带来极大
的负面影响。此次对“阻挡消防车”司机
进行拘留，无疑能起到惩戒和警示作用。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阻碍执行紧急
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
等车辆通行的，最高可处 10 日拘留，并处
500 元罚款。纵观报道中所指的车主，在
消防车鸣笛、喊话后仍拒不避让，其故意
阻碍消防车通行的主观恶意非常明显，理
当承担法律责任。

扑灭火情必须争分夺秒，稍有耽搁便
会导致火情扩大，带来更加惨重的损失。
因故意阻拦消防车而妨碍救火的，不仅应
承担法律责任，驾驶人也应接受舆论和道
义的谴责。该事件被广泛报道，应该起到
了普法和警示作用。长远来看，依法严惩

故意阻碍消防车等行为应形成常态，而非
隔靴搔痒式处罚。这样才能让更多驾驶
员进一步认识到阻碍消防车、急救车的违
法性和严重性，让避让消防车等特种车辆
成为更加普及的交通规则和广大驾驶员
的自觉行为。 （燕赵）

用合宪性审查防止“恶法”出笼

公开性侵罪犯信息应规范化

分寸，是人生最需要把握的词。把握好
分寸就是把握好“度”，在思想上、工作中、生
活里做到张驰有度、拿捏得当、进退有方。

人生在世，分寸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人际
关系需要把握分寸，成就事业需要把握分寸，
推进工作需要把握分寸，掌握分寸，是获得好
人缘的第一准则，是获得成功的第一要务。

人生之旅生命闪光处，不一定是草长
莺飞时，人生得意时，不一定是踏花归来
处。人生的成败兴衰，浓淡缓急，无不在
把握分寸中见真晓。

分寸是人生长河的分水岭，在哪里该
合、在哪里该分颇有讲究，否则不是洪水泛
滥，便是河干水枯。所以，人生应进退有度，
恰如其分，懂得乘势而上，也善于急流勇退。

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他懂得
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这个距离
意味着对于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

那些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在人生的
道路上顺风顺水，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的
聪明，也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勤奋，更不在
于他们懂得多少方法与手段，而在于他们
对人性的洞察，他们懂得什么叫恰如其
分，什么叫不偏不倚，什么叫见好就收，一
句话，他们善于把握分寸。

待人接物，处世做人，做到恰如其分，
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此，把握好了人生
分寸，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追求高尚人格要把握好分寸。做人不
卑不亢，有度有量，太卑变成懦弱，太亢又
咄咄逼人；性格内外协调，不扬不抑，太内
向变成保守，太外向变得张扬；刚柔相济，
外圆内方，有理有节，软中有硬；处事不偏
不倚，不左不右，不好走极端，不偏激执拗。

在人际交往中讲分寸，做到不亲不疏，
不冷不热，保持距离。过亲则疏，过热便冷。

为官者要把握社会交往分寸，坚守做
人为官的基本准则，在事关个人和家庭利
益的问题上更要坚持原则，在开口的时候
想一想这句话该不该说，在迈腿的时候想
一想这个地方该不该去，在伸手的时候想
一想这些东西该不该拿，保持清醒的头
脑，做到原则不动、底线不松。

一个人随着周围环境不断的改变，要
不断适应以改变说话做事的分寸。说话
的尺度和办事的分寸类似于一匹宝马，驾
驭好了可以日行千里，帮你冲锋陷阵；驾
驭不好，就会让你摔跟头，甚至踢伤别
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注意并加以
改善，一定能够事半功倍。

人生中最难把握的两个字是“分
寸”。 分寸，往往是一个人生活长河上的
一个分水岭，人生做事最难的不是少做与
多做，而是将事情做到何种程度。

坚持原则和讲究分寸，两者之间同样
有把握好分寸问题。这很考量人生智慧；
过于拘泥，缺乏灵活，便有失量度；陷于分
寸，缺失尊严，便有损人格。

比故事透明

时间的罗裙挂在树上

我比唐朝先到

昔年贵妃独品天下

今朝天下尽品贵妃

活色生香的贡园

何人不胜贵妃

我从六月的侧面

看她，采摘每一粒惠民政策

让香舌皓齿间生津凝脂

甜蜜叠起的云梯

我反复通过，像通过周身的经脉

那一声妃子

千万朵荔枝应声而落

翻开中国地图，在南中国海那片蔚蓝大海

深处、在红色珊瑚礁和蓝色海水的图标后面，藏

着一个叫做西沙群岛的地方。碧浪银沙、落日灯

塔、棕榈海鸟、珊瑚浮潜、天涯哨兵……再美的词

语，也无法诠释人们对遥远的西沙群岛的全部幻

想。

11月26日晚，突然得知28日有机会陪北京

来的教授上岛宣讲十九大精神时，我几乎没有任

何犹豫就决定了。原计划是双飞往返，周一在航

空公司门口准备办票时，又接通知明天去的航班

因故取消了，改为当日下午6时坐船上岛，心里

顿时忐忑不安。女儿听说后还劝我等一天再走，

我怕机会稍纵即逝，目前永兴岛尚未开通旅游，

可不是那么容易去的，回家抓了两件衣服就出发

了。顶风冒雨坐动车先到文昌，在开船前的半小

时赶到文昌清澜港码头，登上“三沙一号”找到位

于七层的舱位后，心才安稳。

第一次坐这么大的船，暗自思量应该很平

稳吧。一会儿，船开了，我们正在讨论风平浪静

船稳时，船开始摇晃了。不一会儿，我就晕得坐

不住了，贴了3片晕船膏药无效，靠在床上也不

管用，几分钟的功夫就全身冷汗奔到卫生间吐了

几次，一直吐到没有什么可吐了。随后躺在床上

头痛、心慌、胃难受，眼晴都睁不开，衣服全部湿

透，心想会不会晕死呀。一夜的摇晃，窗外是黑

暗无边的茫茫大海，当6点渐渐可以看到亮光时

才敢慢慢下床，后来才知道船上好多人都吐了，

难以想象那些经常坐船往返的工作人员是如何

承受的。

永兴岛属于中国南海西沙群岛东部的宣德

群岛，是一座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

而形成的珊瑚岛，呈椭圆形，是西沙群岛陆地面

积最大的岛屿，也是三沙市的经济、军事、政治中

心，是三沙市人民政府和众多上级派出机构、市

级单位以及永兴工委管委驻地。

踏上这座神秘的小岛，发现与自己想象中

小岛荒芜冷僻的景象相差很远。面积不到3平

方公里的岛屿上，时时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

姹。岛上绿植丰盈葱郁，除了挺拔的椰子树，惊

艳的三角梅，还有枇杷树，羊角树、马王腾、马凤

桐、美人蕉，木瓜树及各种不知名的花儿随处可

见，还有几处大片的草坪。我们入住的西沙宾馆

比想象的要好得多，绝对的海景房，在窗口就可

触摸到椰子树叶。

政府办公楼、超市、食堂、冷饮店、咖啡屋、

烧烤园、银行、邮局、电信公司、学校、医院、电影

院、电视台、气象站、机场、码头等一应俱全，大多

分布在岛上最繁华的北京路，不过都是独家经营

的微缩版，十多分钟足够走完这条著名的路了。

岛上没有出租车，没有共享单车，主要交通工具

是电瓶车。

因特殊原因，我们到的当天，很多地方去不

了，市值班领导带我们乘电瓶车用了一个多小时

参观了岛上著名的几个景点——收复西沙纪念

碑、三沙设市纪念碑、日法炮楼、西沙海洋博物

馆、将军林等，顺便还参观了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经过申请，11时我们前往石岛，石岛是西沙

群岛宣德群岛的一部分，与永兴岛同属于永兴礁

盘，也叫蚱蜢岛、小巴岛 、老龙头等等，位于永兴

岛东北0.7公里，与永兴岛同基于一梨形礁盘上，

有一条水泥公路与永兴岛相连。石岛岛形不规

则，面积仅0.08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约15.9

米，是南海诸岛中海拔最高之处。岛上有中国主

权碑以及“西沙老龙头”石碑一座。登高远眺，碧

波千万里，天水亦相连，在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天

一色中，悄然显现出深深浅浅的蔚蓝。那种蓝，似

乎已经超越过绚烂，剩下的只有无语以及它现时

白色浪花层层叠叠展示的恢泓与壮观。

岛上一块被称为老龙头的大礁石上，“祖国

万岁”四个红字在云卷浪舒间，显得尤为醒目。

它的背后有一段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故事，据

介绍，这几个大字是一个士兵的杰作。在守卫西

沙的最后一年，即将离岛的战士于东兴百感交

集，他舍不得岛上的一草一木。为表达自己对祖

国、对西沙的无限热爱和忠诚，他选择用“刻字”

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心声。他让战友用粗绳

把自己的身体悬在峭壁上，足足用了半年时间，

一点一点地刻下了“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后来，

一代代守岛官兵自觉地给“祖国万岁”四个大字

描红。

官兵们说：“每次描红，军人的使命感会油

然而生，内心有一种力量在奔腾不息。”有一年，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守岛官兵向全国人

民拜年的镜头，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下午，国际旅游岛讲坛“学习十九大精神专

题讲座”在永兴岛市政府大楼举行，中国社科院

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夏春涛教授

作辅导报告，驻市干部职工、部队官兵以及渔民

群众现场聆听讲座。把十九大精神从北京送到

边远的祖国宝岛，感觉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教授在开讲前向所有的听众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表达了对为祖国守疆护土者的深深敬意。

一天的时间转瞬即逝，永兴岛的夜晚寂静

而清凉，北京路旁小店的五彩灯光装饰着小岛的

夜景。不少驻岛士兵在喝茶聊天，他们是岛上见

到的穿同样衣服最多的人，在遇见这些被晒成黑

巧克力般的孩子们时总会让人心生感慨，他们一

定大多是独生子吧，离开父母到这么遥远孤僻的

小岛上品尝与家人朋友分离的寂聊，过着重复单

调的生活。很想探寻他们心里每天想的什么，可

又不敢乱问，只能把敬意的目光投向他们。

岛上晚上唯一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电影

院里座无虚席。我们看的电影叫《暴雪将至》，这

部刚上影的国产犯罪悬疑片同步在岛上放映。

男主角段奕宏因为此片获得第30届东京国际电

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这是一部不寻常的犯罪悬

疑片，探案不再成为这部影片的重点，也没有复

杂的猜谜游戏，更多的是对于人物的刻画、人物

命运的走向以及大时代的变迁如何对人产生影

响的思考，的确是一部不错的国产片，可看完后

对女主人公的最后宿命却有一些不解。在我看

来，人生纵然是有太多的艰辛困苦，都不该轻易

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短暂的一天多逗留，很快就到了离岛的时

刻。上午匆忙到邮局给喜欢集邮的朋友们寄了

一些明信片，中午和市里相关部门领导一起吃饭

时，听他们讲述那些关于小岛的故事。一个于

1999年就开始在岛上工作的部门负责人说，以

前上岛只有小船，并且不是每天有，上下岛都特

别不方便，遇到台风季节，岛上的生活物资供应

就会紧张。有一次，不仅蔬菜吃完了而且大米都

快没了，每天只能喝稀饭。由于船期受海浪影响

很大，每次上岛的工作人员都无法确认自己下岛

回家的日期。所以岛上才有了“一天是天堂，一

周是人间，一月是地狱”的说法。如今岛上各方

面条件大为改善，特别是2012年7月24日正式

成立地级三沙市后，这个军民融合中国地理位置

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袖

珍城市的功能在不断完善，十分期待神秘的三沙

早日向世界展示更完美的面貌。

返程时登上海航的大飞机，旁边恰好坐着

三沙市海事局邹局长，巧的是她是我湖北老乡，

这次上岛她已呆了十五天，纵然经常与在海口的

家人这样分别，她依然无所抱怨地热爱着自己的

工作，热心地向我介绍飞机下这片熟悉的领海。

在西沙数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有多个渔

村，这些渔民大都来自海南的潭门镇。很早以

前，他们的祖辈就驾着渔船来到南海捕鱼，开始

了一趟趟冒险之旅。在西沙群岛的许多小岛上，

都有先民们留下的生活印记：他们挖掘并使用过

的水井、立下的石碑和建成的庙宇……这些宝贵

的遗迹向世人证明：南海自古属于中国！

从空中俯瞰西沙，仿佛来到了人间仙境

——湛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机翼下的座座

岛屿犹如迷人的翡翠，镶嵌在蔚蓝色的海面上。

西沙的海水清澈透明，礁盘最浅的地方呈淡绿

色，随着海水的深度变化，色彩也由浅绿向深蓝

过度，构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巨幅油画，刻画在脑

海里，留存在记忆中。

一次三沙行，一生三沙情！

国之南疆国之南疆 壮美三沙壮美三沙
□□刘刘京京

诗三首
□张天国

我的老照片

皱褶里没有皱褶

光亮的眼神照亮尘世

犹如当下，模糊的眼眸

虚化的时间

那渴望出世的表情，对

日出里的夕阳

陷阱里的馅饼

时间里的废品

都深信不疑

泪水烘干坎坷的泥泞里

盛满了前额和膝盖上的伤疤

至今还未结痂

时间影像的光圈悄然放大

浑浊梦想回到清澈，却不知

依旧的山水早已物是人非

时间在静水深流里坐下来

这幅形核锈蚀的老照片

静候下一个虚无的轮回

我的老照片

一里路，母亲来回

走了一生

今天，终于不用走了

唢呐与锣鼓，悲咽与欢鸣

那一年的花轿

母亲，那时你心花怒放

此时我一路滂沱

母亲，我踩着你终生的脚迹

山水里的菜地，田埂上的汗滴

黎明前的早起，夜半的叹息

与天天替你看门的黑狗

一起，朝天长吟

母亲，你种下的庄稼

还在低垂闭目

那些经常呼喊你名字的鸟儿

还独立枝头

丘陵上一块沙地屋顶倒扣

凹槽问天，这是谁

永远独守的新居

跪下

向一座坍塌的山峰

向母亲塌陷的眼窝

向母亲喂壮的禾苗

叩头

向分娩我的阵痛

向幼年四处求医的焦急

向少年惹是生非的担忧

向成年后行走江湖的揪心

抬头，心尖扎进天空

低头，泥土渗入膝盖

凌空而下的黄土

盖不住母亲一生滴漏的屋顶

盖不住饥肠辘辘的朝天问食

更盖不住，母亲

汗霜堆积的后背

能盖住的，只有

永不相握的阴阳两界

母亲，今天我送你

摘荔枝的女人

慧悟分寸
□万长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