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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星要有一首大众耳熟能详的
歌曲，有很多人传唱。作家要有一
本大家都读过的书，最好还要塑造
出读者所熟悉的典型人物。建筑设
计师可以自豪地用手指着城市里的
一座大楼，说，看，这是我设计的。
律师来说呢，其实也是这样，如果能

够塑造一个经典的案例，那也才不枉自我
的律师生涯。“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
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样外国
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台词，很多人都知道这
是在说米兰达规则“沉默权”的问题。如果
一个律师的一生里有一个这样的经典案例
留下来，那才真是值了。比起来拥有这样
的案例，相信很多律师都会认为，挣多少律
师费，那简直是微不足道。但是谈何容易
呢！这样的案件或者这样类型的案件终归
是少数，对于一个尽职尽责的律师来说，有
成功案例作为代表作当然更好，没有又能
怎么样呢？办好每一个小案件，办好每一
个不起眼的案件，虽然产生不了那样核爆
炸般的力量和意义，但律师通过自身的努
力帮助到很多人，每一个具体的个案都自
有价值。在另外的意义上说，这才是律师
生活的常态，也应该是律师对成功的追求。
如果再进一步思量，在做好日常工

作的同时，能把自己承办的案件办成这
样的经典案例，那样不是更好吗？很多
事情可遇而不可求，风云际会，机缘巧合，
这不是宿命，只是一种概率。总是会有
这样的影响力案件出现，也总有律师去
承办了这样的案件，每个时代的关口都

会有新的事件和新的案件产生。所谓机会
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律师还是要苦练基
本功，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自身能力不行，
这样的机会不会垂青。有了水平之外，还
要有对机会的捕捉和把握能力。

有一些律师急于成名成家，也很想有
“代表作”。等不来机会，那干脆自己去创
造，自己当原告，做一些公益的诉讼，期望
获得“创造”经典案例的机会。这样的做法
只要是对社会做了有益的工作，还是要给
予肯定，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出风头，甚至有
点哗众取宠，那就不应该得到提倡。

律师其实跟艺术家们有很大的不同，
律师是一个很寂寞的事业，法庭毕竟不是
舞台，律师所做的工作烦琐具体。律师承
办的很多商事案件可能会做得很好，在法
律和律师业务本身可能有很大的建树，其
实也是律师的成功案例，也能作为律师的
“代表作”，这样的案件可能在法律行业内成
为范例，入选多种经典案例汇编，但不是上
面说的“影响力”案件，广大社会公众并不知
道。律师的类型也不一样，追求也不一样，
就看自己想追求什么样的“代表作”了。

律师们的努力工作，在未来可能有
更大的价值会被发现，虽然在当下也许
不起眼，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4 都有代表作

时值仲春，御河两岸绿柳依依，
柳梢披风，如云如雾；川原无际，麦
田如海，时见行人三三两两。

王昙骑术精湛，打马如飞，豪气
不减当年。

阿珍久困书斋，出得城来，胸襟
顿感开阔，如脱笼之鹄，纵马紧追，不一
时便到山脚下。山脚有一道观，名曰“三
山观”。旁边有三巨石，即谓“三山”。附
近有山泉汪然而出，涓涓流淌。此乃御
苑北海之源，名曰“龙泉”。泉边有四棵
松树，高百尺，伟岸挺拔，直参云端。松
下，泉上有一小寺，名曰“龙泉寺”。寺名
与宣武城南的龙泉寺完全相同，但规模
要小得多。王昙与阿珍下得马来，系马
于松树上，徒步向山顶走去。山顶有一
洞，洞门向南，深不可知，名叫“宝珠洞”，
洞边有一小庙，隐蔽在丛林间，入林方见
匾额上书“聚岚观”三个字，阿珍方知这
是矮道人修炼栖身之所。

二人叩开庙门，只见一道人正在打扫
院中落叶。阿珍看那道人年约五旬，面上
刀痕隐然，但神清气朗，颇为不俗。见王
昙二人到来，也不询问二人来意，就向二
人拱手一揖道：“二位想必是来访家师的，
不巧家师下山云游去了。临出门时留下
话说，王举人若来，就说有缘自
有相会之日，不必急在一时。”说
罢也不让两人入室，只顾扫落叶
去了。二人相视一笑，只好走
出聚岚观，沿原路下山。

寻访矮道人不遇，二人难

免心中怅然。一路信马悠悠，日近午时，
又回到了城郊。正行间，忽然听到一阵丝
竹之声。马上循声看时，只见河旁的一片
绿柳掩映之中，一座宅院十分精美，亭台
楼阁颇为气派。隔墙只见院中十几株茶
花正含苞怒放，色艳似火，十分好看。二
人暗道：好清幽的地方！不知是哪家名宦、
巨富的宅第？适有一农夫自院中送菜出
来，二人忙向他打听。一问方知，原来是
大学士苏灵阿的别业，名曰“绿柳山庄”。
那苏灵阿与和珅本是儿女亲家，老迈昏聩，
却盘根错节，稳坐钓鱼台，是一个不倒翁。
和珅嫡子丰绅殷德的妻子十公主是嘉庆
皇帝的姐姐，和珅赐死后，和家亲戚多蒙
十公主曲意保全。这苏灵阿又通过十公
主向嘉庆皇帝纳重金输诚，渐渐挽回圣意，
苏家圣眷又日益隆厚。近来苏灵阿之子
已拟被擢升为吏部侍郎。
现在苏灵阿乐得悠哉林下，日日歌舞

自娱。王昙不听则已，一听又不禁触动愁
肠，一腔悲愤又燃烧起来。这算
什么世道！真正的和珅死党，悠
哉林下，富贵尊荣如旧；自己清清
白白却无辜受害，陷入万劫不复
之灾。想着想着，他五内如焚，便
顺口吟出一首《清平乐》来……

36 寻访矮道人不遇 36 好人总比坏人多

面对我的询问，刘乙己端起茶
杯说：“你说得很对，人物难以确认，
考证资料匮乏，而且当年安排田文
佐单线联系的顶层首长，新中国成
立后可能早逝了。既然独家线索中
断，我只好展开‘主观感受式研究’，
汉朝司马迁不也是这样吗？《史记》
里明显残留太史公的想象痕迹。如今寻
找田文佐和小树叶儿这类人物的下落，
我只能调动主观感受的力量，从而激发
逻辑推理的进程，找到那扇窄门‘咣’地
推开它，让今日的阳光照射进去。”我受
到师傅的情绪感染，一时说不出话来。
是啊，历史不是无情物，它要求我们以心
灵触摸人物本相。
彻夜探讨，天色大亮。太阳透过“过

街楼”窗户洒进晨光，把徒弟和师傅映照
得亮亮堂堂。一夜不曾合眼，我反而没
了困意，刘乙己趁机告诫说：“小子，历史
就是个连环套，你死啃书本是拆解不开
的。”我起身告辞，推着自行车走出胡同，
上街排队买了油条和烧饼，快步走进家
门，送上早点给外祖母。她老人家满脸
狐疑地望着我，好像遇到过路财神。我
告诉她老人家，经过刘乙己的研究，已有
了初步成果：“我们模拟了历史现场，还
原了事件真相，认为您没送我妈妈去宪
兵司令家！”她老人家惊得瞪眼张嘴，亮
出缺位的门牙说：“真的？你们俩真把历
史给研究成好事情啦？”
我说历史里不乏好人好事，必须下

工夫寻找。外祖母情绪激荡起来：“是啊，

我怎么能把亲闺女往火坑里推呢？何况她
还念着大学呢！可是你妈妈偏偏承认去了
高铁桥家，还给惠生写了证明材料，你说这
不是让自己背黑锅吗？还把我给连累上啦，
弄得我心里发毛……”外祖母说话气喘吁
吁，我便不敢提及小树叶儿的事情，尽管刘
乙己推断小树叶儿就是田文佐身边的隐蔽
人员，而且是她鼓动外祖母把自己送到宪
兵司令家。我认为还是稳妥为好，不要轻
易刺激她老人家。
外祖母咀嚼着烧饼、油条，回忆往事说：

“田文佐这男人真不错，特意给你二姨雇了
个丫头，小树叶儿干活勤快，从不多嘴，田
文佐出了事儿，这丫头特别着急，总想去宪
兵队送饭，担心田大队长在狱里受委屈。”
看来外祖母不知道这丫头的真实身份，所
以刘乙己推断小树叶儿要求外祖母把她送
到宪兵司令官邸，外祖母不会产生自责心
理，甚至认为小树叶儿想攀高枝嫁豪门。
果然，她老人家手里举着烧饼说：“后来我
还梦见过小树叶儿，嫁了个有钱有势的男
人，这辈子过上好日子啦。”我没有承接这
个话题：“这烧饼、油条您趁热吃吧，以后有
好消息我会告诉您老人家的。”外祖母诚恳
地说：“嗯，你念大学应该知道，历史里有坏
人也有好人，好人总比坏人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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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
络强国的重要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
要思想指引下，我国积极开展网络文明建设工作，推动完
善网络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推进互联网内容建设，弘扬新
风正气，深化网络生态治理，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全
社会共建共享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氛围日渐浓厚。

夯实网络文明建设的法治根基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文明建设离不开网络法治
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坚持把依法治网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升管网治网能
力水平，我国网络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日益完
善，网络文明建设的法治根基不断夯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
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的重要部署，为“十四五”时期网
络文明建设搭建制度框架。
《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印发，进一步明确

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工作目标、主要任务、
保障措施，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指导；中国
网络文明大会成功创办，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安
全审查办法》等100余部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出台，完成了网

络法律体系的基本构建，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生态

互联网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天朗气清、风清气
正，是人民对网上家园的美好向往。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
事，有关部门积极推进网络内容建设，深入开展网络综合治
理，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

深入推进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连续举办“五个一
百”网络正能量精品评选活动等，在网络空间掀起宣传正能
量、唱响新时代主旋律的浪潮；

统筹网上传播资源、加大优质内容供给，推出《万山磅礴
看主峰》《牵妈妈的手》等一批现象级新媒体作品，让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启动“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网络主题宣传和互
动引导活动，推动更多优质思政资源触达年轻一代；推进“阳
光跟帖”行动，提升全社会网络文明素养；

加快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持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
行动，针对“饭圈”乱象、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等突出问题开展
30多项专项治理，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深入开展
“净网”“护苗”等专项整治行动，有力净化网络生态。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网络生态日渐清朗，亿万人民群众
在网络空间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共建共享网络文明新风尚

2022年1月，“2021年度中国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在京
发布，《“实验+直播”法破解“棉花肉松”谣言》《速回答！关于

疫情的这些谣言，你信吗？》等入选的40篇（部）作品，以百姓
喜闻乐见的方式揭示了谣言的危害性，帮助广大网民提高识
谣辨谣能力。

网络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充分调动网络社会组织、网信

企业、正能量网络名人以及广大网民的力量，努力构建人人参
与、齐抓共治的网络文明建设工作新格局。

网络文化不断繁荣。实施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精心打
造“网络中国节”，丰富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动漫等一
些精品文化产品的供给，提升网络文化公共服务的质量。

道德建设持续拓展。开展“中国好人”、劳动模范、时代楷
模、道德模范等典型事迹的网上宣传，加快推进“互联网+公
益”新模式，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网络文明环境。

精神文明创建更加有效。把网络文明建设纳入全国文明
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和文明家庭等评选标准，
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网上延伸，实现网上网下文
明建设有机融合。

诚信理念广泛传播。中国网络诚信大会连续举办，积极
营造守信互信、共践共行的良好社会氛围；“中国互联网联合
辟谣平台”上线，助力建设清朗网络空间。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网络空间日渐成为有价值认
同、有人文关怀、有情感归属的美好精神家园。

全面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8月28日至29
日，以“弘扬时代新风 建设网络文明”为主题的2022年中国
网络文明大会将在天津举办。这场网络文明领域的盛会，将
广泛凝聚亿万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携手共绘网络文明
美好画卷。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共绘网络文明美好画卷
——我国网络文明建设成就综述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 温竞华 张超）2022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27日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碳中
和愿景下的全面电动化与全球合作”为主题，邀请全球政产
学研界代表共商进一步加强全球绿色低碳合作与交流，促进
全产业链融合贯通，加速突破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障碍。

本届大会由中国科协、北京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人民政
府、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联合主办。来自14个国家和地
区的1500多位代表，将围绕“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
“全面电动化与绿色低碳转型”“全球产业链协同与跨界融
通”“开放合作共同构筑智能生态”等议题，以线上线下结合
的方式展开交流研讨。

2022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开幕

促进全产业链融合贯通

年上半年2022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422万辆 同比增长66.3%

其中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260万辆 同比增长115%

新华社郑州8月27日电（记者 牛少杰）记者27日早上
从河南省汝州市城市公园管理方获悉，此前市民在云禅湖
水域发现的“怪鱼”已于27日零时许被捕获，经确认是两条
鳄雀鳝。公园管理方已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安排人员
对该湖区进行了专业消毒。

不久前，有当地市民反映，在云禅湖水域发现一条长
达七八十厘米的长嘴“怪鱼”，并将拍摄到的画面发到了网
上。经有关专家辨识，认为可能是外来物种鳄雀鳝。公园
管理方立即组织力量展开围捕。

公园负责人綦立说，最初使用了大型抛网捕捞，后又

请专业捕捞队，运用声呐定位寻找，但鳄雀鳝可能受到惊扰
后潜伏起来，园方又采购了大型围网投饵诱捕，还是一无所
获，不得已才采取排干湖水的办法，公园内五个小湖水系贯
通，不会造成湖水浪费。

资料显示，鳄雀鳝原产于北美，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到美

国佛罗里达州的墨西哥湾沿岸河流和河口水域、密苏里河和
俄亥俄河下游，以及尼加拉瓜境内的两个湖泊。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建提醒，未经批准，擅自引
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被追
究刑事责任。

河南汝州“怪鱼”抓住了
系外来物种鳄雀鳝 已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五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日前开幕，新能源
汽车备受关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洛杉矶8月26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航天
局25日表示，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首次在太阳系外行
星大气中发现二氧化碳存在的明确证据。

美航天局在一份公报中介绍，这颗名为WASP-39b的
行星是一颗巨型气态行星，距离地球约700光年，其质量约
为木星的四分之一，与土星相当，直径为木星的1.3倍，表面
温度约900摄氏度。

公报称，研究人员运用韦布望远镜搭载的近红外光谱
仪（NIRSpec）观测这颗巨型气态行星。其大气光谱数据首
次提供了在太阳系外行星大气中检测到二氧化碳的清晰、
详细的证据。

美航天局表示，此前哈勃空间望远镜、斯皮策空间望远
镜等探测器曾发现WASP-39b行星的大气中存在水蒸气、
钠和钾。此次韦布空间望远镜的发现确认了这一星球上还
存在二氧化碳。

美航天局表示，了解行星的大气组成成分对于研究行
星的起源和演化过程非常重要。尽管WASP-39b是一颗
巨型气态行星，但这一发现表明未来韦布望远镜可能在更
小的岩石行星的更稀薄大气中检测到二氧化碳。

系外行星存在二氧化碳被证实

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26日起诉美国辉瑞制
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指控后两者联合研发
的新冠疫苗侵犯莫德纳mRNA（信使核糖核酸）技术专利。

莫德纳方面称，辉瑞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在“没有获
得许可”的情况下“复制”了莫德纳2010年至2016年期间获
得专利的mRNA技术，公司已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
院和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按照莫德纳方面的说法，辉瑞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的新冠疫苗主要侵犯了两类技术专利，一类涉及mRNA结
构，另一类涉及全长刺突蛋白。就第一类专利，莫德纳方面
说公司2010年研发，2015年首次投入临床试验；第二类专
利于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暴发期间研发，虽然相关
MERS疫苗没有上市，但这类专利对莫德纳在新冠疫情期
间迅速研发疫苗颇有帮助。

莫德纳首席执行官斯特凡纳·邦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新冠疫情暴发以前，莫德纳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研发
mRNA技术，提起诉讼是为保护公司科技创新。

对于莫德纳方面说法，辉瑞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迅
速回应，均不予认可。

辉瑞在一份声明中说，对莫德纳提起诉讼感到“惊讶”，
新冠疫苗基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拥有专利的mRNA技
术，由辉瑞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辉瑞对疫苗的
知识产权“有信心”，将积极抗辩。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也
在声明中强调，其研发都是“原创”，同样将积极抗辩。

新华社专特稿

莫德纳起诉辉瑞新冠疫苗侵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美国得克萨斯州“控枪派”
25日再受挫，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得州禁止18至20岁平民
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的法律条文违反宪法，应予废止。

沃思堡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马克·皮特曼援引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今年6月的一项裁决，认定得州并无限制非现役军人
的“年轻成人”在公共场合携枪的历史传统，相关法律条文应
予废止。裁决暂缓30天执行，得州方面可在此期间上诉。

美国支持私人持枪团体“枪支政策联盟”去年指控得州
上述法律条文违反赋予美国公民持枪权的宪法第二修正
案。该团体还准备在其他多州发起类似诉讼。

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做出裁
决，认定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本国个人出于自卫目的
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的权利，同时指示美联邦司法机构在
审理有关枪械管制法律的诉讼时，判定某法律条文是否违
宪的标准不再是“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而是“是否符合宪法
第二修正案文本及其历史解释”，也就是必须找到美国建国
以来的相关“历史先例”作为依据，被诉的枪械管制法律条
文才可认定符合宪法。

皮特曼在25日宣布裁定结果时多次援引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的上述裁决，称有历史证据显示，在美国建国时，其
18至20岁平民被视作民兵的一部分。

美国得州“控枪派”再受挫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