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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办摄影展”给我们的启示

“

□ 新华社记者 韩冰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
纪念日。75 年前，
正义战胜邪恶，
光
明驱走黑暗，人类在经历前所未有
的 牺 牲 后 ，重 新 走 上 和 平 发 展 之
路。75 年后，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人类再次面临攸关前途命
运的抉择。从历史中汲取指引前行
的智慧力量，
正当其时。
历史启迪世界，要毫不动摇走
和平发展的道路。75 年前的那场战
争令人类付出惨重代价，军民伤亡
超过 1 亿，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
洲、大洋洲。枪林之中，哀鸿遍野；
弹雨之下，满目凄凉。从中国到世
界，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
英勇牺
牲，才赶跑了侵略者、打败了法西
斯 。 和 平 来 之 不 易 ，悲 剧 不 应 重
演。坚决维护和平的意识，深深镌
刻在全世界人民心中。从这个意义
上讲，如今在国际社会上制造冲突、
威胁和平的势力，是不折不扣的“人
类公敌”，
世界当共拒之。
历史启迪世界，要弘扬齐心协
力、团结互助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精神。为了打败法西斯，中国、苏
联、
美国等众多国家相互支持、
浴血
奋战，谱写了力挽狂澜的篇章；来自
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民众结下了
生死与共的友谊。历史深刻诠释，
面对全球性挑战，团结协作才是最
有力的武器。这个道理在当下格外
振聋发聩。从应对仍然在全球蔓延
的新冠疫情，到应对全球经济、
政治
格局的深刻变化，无不印证历史的
智慧：办法千万条，团结第一条。从
这个意义上讲，在全球范围挑动对
立、
煽动分裂的势力，是卑劣无耻的
“政治病毒”，
世界当共斥之。
历史启迪世界，要珍惜战后形
成的国际体系和秩序。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后，建立了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以对话谈判消弭分歧，
用斡旋调解定纷止争，成为绝大多
数国家的共识。70 多年来，全球总
体保持和平稳定，不少局部冲突得
到控制。人们日益看清，弱肉强食
不是出路，
“丛林法则”没有未来，共
商共建共享才是全球治理的正确方
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地球村”
里肆行单边主义、大搞强权霸凌的
势力，是妨害人类实现共同发展的
“绊脚石”，
世界当共逐之。
对中国而言，75 年前的伟大胜
利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
第一次完全胜利，意义非凡。新中
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从未主动挑
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
一寸土地。中国将坚持自身和平发
展载入宪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做
出这一庄重承诺的国家。中国始终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
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
产品的提供者。
历史的记忆不能忘却，曾经的
牺牲不容辜负。积极维护和践行
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是 全 球 各 方 的 共 同 使 命 和 责
任。所有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勿
忘“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
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决心，为实
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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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张京徽
在大理
一年半就能
拍到 370 多
种鸟，
这不仅
意味着大理
鸟的种类繁
多 ，更 说 明
大理优越的
自然环境，
也
说明洱海保
护政策实施
以来的卓有
成效。

大理 12 岁的李博洋小朋友，
自从五年级加入下关
二小观鸟社团以来，
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跟随他的老师
追踪拍摄了370多种鸟类，
其中包含有苍山血雉、
印度池
鹭、
白尾海雕、
中华鹧鸪、
斑翅鹩鹛等 10 多种珍稀鸟类。
在他小学毕业的这个暑假，
成功举办了个人鸟类生态摄
影展。
（今日《春城晚报》A08-09 版）
不知道从何时起，网上就有关于云南的很多“趣
闻”。其中之一就是传说云南学生的考试内容是野生
菌鉴毒骑大象射箭等等。在云南呆了十多年的我对
此一向是一笑了之，但是在看到大理小学生一年半追
拍鸟类 370 多种的新闻后，我忽然明白有关云南人考
试的段子也许并不完全是虚构的了。
新闻里，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两位大学生对云南
小学生非常佩服，认为他们专业观鸟两年只观察到了
200 多种鸟类，想不到 12 岁的小学生只用一年半的时
间就拍摄到了 370 多种鸟类！对此我只想说，那很可
能是因为你没在云南。身为北京人的我在云南呆了
十几年，早已经明白北京以及全国其他地方与云南相
比，在自然条件上的巨大差距。别说鸟儿们喜欢呆在
云南了，就连我这个北京人也在昆明呆了这么多年。
人犹如此，
鸟何以堪？
在大理一年半就能拍到 370 多种鸟，这不仅意味
着大理鸟的种类繁多，更说明大理优越的自然环境，
也说明洱海保护政策实施以来的卓有成效。
我在北京上学的外甥和李博洋一样大，也是刚上
初中，但是我外甥却早早走上了和李博洋完全不同的
人生轨迹：自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他就是我们家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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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人，从橄榄球到英语到编程设计，各种培训班
报了有十来个，我们一家人的所有聚会活动时间表都
要视他的课程而定，父母为了他能上好点的中学特地
买了十万一平米的学区房……
我很难说我的外甥和李博洋哪一个的人生会更好，
但我外甥的十来门兴趣课让我都觉得替他累，
如今上了
初中只可能更累，从现在起——或者说从小学三年级
起，
他就必须接受很多他不想要的东西了。而李博洋虽
然用的相机不算特别好，
英语说得也可能不如我外甥流
利，
但起码他从小就能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一点至
关重要。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从小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兴
趣并能利用兴趣去进行学习，
那他的智商和情商都会高
于同龄人，
今后取得高成就的概率也会更大。
我很希望我外甥今后能有一番成就，毕竟他的父
母在他身上投资巨大，北京的机会也更多。但那是今
后的事情，我必须得承认，如果是以今天、此刻作为衡
量人生成功的标准，那李博洋无疑已经成功了，因为
他的每一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因为拍鸟
而掌握了摄影技术、动物知识、野外生存技能等等，并
且锻炼了耐心，小小年纪便举办了个人摄影展，更重
要的是，他似乎从拍鸟这件事情中掌握了能受益终身
的学习方法，
所以他的学习成绩也都名列前茅。
云南的教育资源与内地比，与北上广等一线大城
市比，不占优势，我希望李博洋的经历能给云南家长
一些启示，那就是我们能不能利用云南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帮助孩子们走出一条有云南特色
的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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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公告称，
在近一个月来开展
的
“三项整治”
行动中，
各地网信部门共清理各类违法
违规信息 603 万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 559 万个，冻
结
“僵尸”
账号 92.8 万个，
处置百万粉丝以上账号 169
个。据统计，近一个月来，共从应用商店移出无新闻
服务资质应用程序 7.2 万款；依法处置违法违规直播
平台 338 款，
关闭主播直播间 7.4 万个，
封禁违规主播
账号 10.5 万个，
处置违规
“吃播”
账号 1.36 万个。
（9 月 3 日新华社）
点评：主播想要成为“网红”，唯有拿作品说话、
靠质量取胜，任何违规违法的直播行为都会受到惩
处，
注定没有未来。
——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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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谁死伤谁有理”
给正当防卫一把“尚方宝剑”
丁家发
指导意
见对“谁死伤
谁有理”等错
误倾向进行
纠偏，
保障了
公众行使正
当防卫的合
法权益，
也消
除了正当防
卫者的后顾
之忧。

涉正当防卫案件近年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最
高人民法院 9 月 3 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
见》，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
切实矫正“谁能闹谁有理”
“ 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
向，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9 月
3 日新华社）
对正当防卫行为的认定，
过去往往为了息事宁人，
存在
“谁能闹谁有理”
“谁死伤谁有理”
的错误倾向，
导致
一些正当防卫者受到不该有的惩罚和承担赔偿责任，
造
成
“法向不法让步”
现象，
既有违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也让公众在行使正当防卫时
“畏手畏脚”
，
无法有效遏制
不法行为。最高法公布的指导意见，
矫正了这种错误的
倾向，
就是给正当防卫者撑腰，
让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
坚决抵制不法行为，
彰显了社会法治的公平正义。
在抵制违法犯罪过程中，正当防卫不可避免会对
不法人员造成伤害，甚至导致不法人员的死亡。按理
说，
只要符合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
正当防卫者就不应
该承担法律责任，
也无需赔偿损失。然而，
在一些案例
中，死者亲属常常聚众闹事、纠缠不休，因担心矛盾升
级事态进一步扩大，加上缺乏针对性的司法解释和指
导意见可以参照，司法机关就有可能做出不公正的裁
决，
以防卫过当或相互斗殴来定案，
追究正当防卫者的
法律责任，
受到法律制裁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谁能闹谁有理”
“谁死伤谁有理”，造成了不良的
社会影响。这种“法向不法让步”现象，会让公众产生

一种后顾之忧，当他们面对违法犯罪或不法侵害行为
时，要么，视而不见、避而远之；要么，不敢行使正当防
卫的权利，从而在客观上纵容了违法犯罪人员的嚣张
气焰。如果对这种怪现象不进行必要的纠偏，长此以
往，
正当防卫行为很容易触碰
“雷区”
，
抵制不法行为造
成他人伤害的，
就有可能惹上麻烦或承担法律责任，
谁
还敢正当防卫？那么，正当防卫遏制违法犯罪活动的
现实作用，
将越来越弱化，
显然与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背道而驰。
指导意见对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
时间、
对象
条件等，
提出了十方面的规则。对于正当防卫的时间，
指导意见明确规定：
“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
结束，
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
按照社会公
众的一般认知，
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
不能苛求防
卫人”。指导意见还要求准确界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
殴，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进行综合判断，准确把握
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准确认定相关行为究
竟是正当防卫还是相互斗殴。一方面，指导意见为司
法机关准确认定正当防卫行为，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
据；另一方面，指导意见等于给了正当防卫一把“尚方
宝剑”，让防卫者毫无顾忌地行使正当防卫权利，可以
理直气壮地与不法行为做斗争。
总而言之，指导意见对“谁死伤谁有理”等错误倾
向进行纠偏，
保障了公众行使正当防卫的合法权益，
也
消除了正当防卫者的后顾之忧。期待正当防卫在法律
的保驾护航下，
成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一把
“利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