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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随笔

文物保护点!保护认真点

,-.'

魏英杰

()*+
! ! ! ! 继外滩一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被粗暴!刷脸"#上海杨浦区日前
又发生一起老建筑被野蛮拆除的
事件$ 位于腾越路上的英商班达
蛋行旧址#!"#$ 年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中被列为杨浦区未定级文
物保护点#如今却被夷为平地$
文物保护点虽说不是通常所
谓的文保单位#却也是具有保护价
值并登记在册的文物$去年 $% 月 $
日起施行的 %上海市文物保护条
例&#对此就作出明文规定$ 对文物
建筑说拆就拆# 不仅让人惋惜#而
且令人难以理解$ 如果视文物保护
点为鸡肋#随意对待#在地方法规
中特设这一名目又有何意义'

更让人意外的是# 区文管部
门和施工单位一样都 !不知情"$
这一边# 区文管部门直到建筑物
化为瓦砾了才对事情有所了解(
那一边# 拆房单位声称此前根本
不知该处建筑为文物保护点$ 这
表明双方在对待文物保护上都缺
少一根紧绷的弦$ 试想#若区文管
部门对文物保护点呵护有加#加
强日常巡查# 而施工单位也多留
一个!心眼"#上网查询相关信息#
这处文物建筑就可逃过一劫$
这也说明#现有地方法规对文
物保护点的保护工作仍有很大改
进空间$ 例如#%上海市文物保护条
例& 规定对文物保护点进行登记)
公布和备案#但对应采取哪些保护
措施#以及对损坏)拆毁行为如何
追责#均未作出明确规定$ 考虑到

文物保护点并不等同于文保单位#
难以与国家相关法规!无缝对接"#
地方法规在这些方面的缺位#等于
是为破坏行为留下!后门"$ 施工单
位表示现场并没有相关铭牌标识#
足以反映问题之所在$
当然# 要想保护好这些文物
保护点#不是挂个牌就够了$ 哪怕
是文物保护单位# 在有些地方还
不是说拆就拆了$ 这么多年来#世
界遗产遭受过度开发) 各级文保
单位被破坏#人们还见得少吗' 问
题的症结不仅在于文物保护点的
法律地位不清晰) 保护措施不到
位# 还在于对文物保护缺乏强有
力的执法支撑$ 和以往的环保部
门一样# 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在行
政运行框架中# 向来处于弱势地
位$ 相关部门自身底气不足#又怎

能抵挡住来势汹汹的推土机'
改变文物保护的尴尬现状#当
从重前置)强执法破局$ 重视前置
工作#就是文物保护工作要走在推
土机前面#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介入$
如城区规划和建设#应先过文物保
护关#由主管部门做好文物摸底调
查和审核工作$ 强执法#就是提高
文保执法力度#加强日常检查和监
督#严惩损毁)破坏文物的违法行
为$ 光是!责令改正"而不给破坏文
物者一点颜色看看#不仅法规失去
尊严#相关部门腰杆也挺不起来$
外滩历史建筑被 !刷脸"#文
物保护点被!强拆"#这样的事例
不该再发生了$ 不可移动文物#岂
可随便乱碰' 相关主管部门应从
中反思教训#认真对待职责#向各
种破坏文物的行为坚决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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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是一枚照自己的镜子

这非常重要

林明杰 文!画

孙佳音
! ! ! ! !我们有合理怀疑的权利#这在
我们的社会里是一种巨大的保护措
施$ 谁也不能随随便便宣布一个人
有罪#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这非常重
要$ "电影%十二公民&上映第一天#
我穿过瓢泼大雨#特地去看$只这句
台词#便已觉得值回票价#和一身湿
透$更何况作为一部电影#它还有精
巧的推拉摇移跟) 十二个话剧演员
的精湛表演# 以及一个年轻导演温
柔的情怀$
!你还是看原版吧"#在朋友圈抄
下开篇那句话#就有朋友指点$ 好奇
心使然# 周末在家翻找出 $()' 年美
国版和 !%#! 年俄罗斯版电影# 细细
打量$ 故事大体相同#都讲了一个男
孩被指控谋杀父亲#目击者和凶器均
已呈堂#铁证如山#但此案陪审团要
讨论得出一致的意见# 才能正式结
案$ 于是#一个坚持!怀疑的权利"的
公民逐一说服另外十一个$ 这期间#
不同生活背景)不同社会地位的陪审
员们#呈现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巨
大冲突$ 张力十足#高潮迭起$
结构相似#故事很像#甚至连道
具的处理方式都有点雷同$ 比如关
于凶器#区别无非是!两个街区外花
了六美元")!刀具专卖店"和!网上
用了 ** 块钱"$ 但我仍然觉得#徐昂
导演的这一版本非常出色$ 没有巧
舌如簧的广告商# 也没有性情暴躁
的老警察# 自然也没有车臣问题的
宏大背景( 但有饱受地域歧视的河
南籍保安# 有找了年轻女友的房地
产开发商#有 $()' 年被冤成右派的
孤寡老人# 有中国社会最现实的种
种现实$
!陪审员"里#还有一个被!冤判
八年"最终获释的人#他的沉默他的
爆发# 都让我在放映厅的黑暗里想
起念斌# 想起念斌姐姐在他去年获
释后的眼泪$ 她说*!造成一起冤假
错案可能只因为一个派出所# 但要
推翻#却可能要举全国之力$ "
有人抱怨导演叙事过于 !浅尝
辄止"#有群像无具像(也有人质疑
将!陪审团"嫁接在!英美法课程期
末考试补考的模拟法庭"上#稍显生
硬$但我仍以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好
电影$ 大声告诉公众#!我们有合理
怀疑的权利"#只要想想念斌曾四次
被判死刑#就知道#这非常重要$

$%&'
! ! ! ! 今天说一件丢自己脸的事,你
们很高兴吧-$ 曾有一次我来不及
吃晚饭赶去听音乐会#饿得实在不
行#就偷偷掏出了塑料袋里的面包
吃$ 正吃着#突然感到一股杀气从
右侧过来#扭头一看#发现是一位
妆容富贵的女士正充满鄙视地恶
狠狠盯着我# 而她带着的一儿一
女也同样盯着我$ 我顿时羞愧万
分# 明白吃东西和让塑料袋发出
声响都是听音乐会之忌$
然而#自我忏悔过后#我发现
这位女士和她的孩子们在整个音
乐会期间都忙着做!纠察"#哪儿
有咳嗽声了#哪儿人说话了#椅子
响了# 他们都会齐刷刷地把视线
狠狠地射过去#久久地盯着$ 我不
明白他们是来听音乐的还是来恨
别人的$ 时间过去十多年了#我至
今记得这母子们能杀人的眼神$
看得出这是位有高等教养的
女士#衣着考究#和孩子交流时大
多在说着流利的英语$ 但她的眼
神除了看自己孩子时# 几乎都充
满着鄙视和怨毒$ 我心疼她的孩
子#才这么小#眼神也如此怨毒$
后来我发现# 身边有不少这
样的人#他们都自认为有教养)有
素质)有见识#常对其他国民的素
质嗤之以鼻$ 一旦遇到那些缺乏
修养的人和事#就会勃然大怒#出

!"#
! ! ! ! 舆论的声音多元原本是很正常
的#但在是非并不难辨的情况下#舆
论的声音应该有基本的道德底线$
缺乏道德底线的声音多了# 要么是
公众的道德标准发生了逆转# 要么
可能有人在恶意操纵舆论$
$& 日凌晨#庆安枪击案死者的
代理律师谢阳#在广西南宁五一路
北部湾建材市场为另一代理案件
取证时# 被 !% 多个不明身份的人
持铁棍)砍刀殴打受伤#致右小腿
骨折#其一行 ' 人均受伤$
律师取证遭殴# 性质已够恶
劣( 代理轰动性案件的律师遭殴#
所受的关注度自然更高$ 谢阳律师

言粗狂#忘了保持有教养的仪态$
微博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素质
高"的人和!素质低"的人对骂#都
是一样的粗鄙暴怒# 直教人难以
区分他们究竟谁素质更低$
反观自己恐怕也是如此$ 譬
如开车时#遇到其他车辆或行人)

电动车等不遵守交通规则# 便怒
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忍不住破
口大骂# 恨不得把对方揪下来揍
一顿$
我们总是容易说别人没有修
养# 却忘了真正的修养是一枚照
自己的镜子$

旅游日还是
梦游日!
高 兴
! ! ! !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
是中国旅游日$
我挺喜欢旅游的# 但对这个有
五年历史的节日似乎并不怎么在
意$ 倒不是今天有 $! 个新股要打
,打到自然也算是一个节日-# 主要
是#今天是工作日+
工作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
张旗鼓) 花枝招展地希望我们去免
费或者优惠游玩的祖国大好河山以
及这个馆那个馆#都成了摆设$除非
你翘课#或者请假$犹如你去参加泼
水节#主办方跟你说#今天停水$ 又
赛过#朋友盛邀你去唱卡拉 +,#结
果停电$
旅游日不放假#旅游便成了空中
楼阁$而设立旅游日的目的..
.加强
旅游宣传# 培养国民旅游休闲意识#
鼓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旅游活动#提
升国民生活质量# 推动旅游业发
展..
.也成了无米之炊#无源之水$
今年已经是第五个中国旅游日
了$ 之前四次#正好落在双休日的#
只有两次#而下一次!自然受孕"双
休日#要到 !"$& 年$
其实# 节日的设立从根本上来
分#就两种*一种是为了表达某种特
定的意义#一种就是为了放假$前者
如植树节)环境日#后者如春节)国
庆节$随着时代变化#两者有时会转
换#比如端午节)中秋节#北美的哥
伦布日$ 关键看节日的放假意愿是
不是超过了意义表达本身$
中国旅游日的设立# 可归为前
一种#但因为它的特别之处#旅游日
又天然地属于后一种* 旅游日就是
希望你去玩呀# 否则还叫什么旅游
日呢'但现在这样#似乎是想让我们
去梦游$
如果旅游日还暂时达不到法定
假日的级别# 那能否把这天定在一
个确定的周末呢' 这也是许多西方
国家定单日假日的做法$ 相信徐霞
客地下有灵#也会举双手赞成的$
另外要提的是#目前中国人的全
年休假日是 $$) 天#在世界处于中等
水平# 比世界上放假最多的法国人#
要少整整两个月#比邻国日本也要少
一周以上$ 更关键的是#中国正着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家也在加
紧旅游业的战略布局#力争成为世界
上最重要的旅游大国之一//
想到这里# 我不禁要在办公室
里大呼*不要让我们只感受到!中国
这么大#假日那么少"好吗'

律师遭殴众人喝彩令人心寒
刘海明
遭遇群殴#是不是偶发事件#跟庆
安一案有无关联#需要司法机关调
查论定$ 但微博上有关此事的言
论#实在令人心寒$
首先是铺天盖地的挨打活该
论*!无良律师#哗众取宠#遭天谴
了吧$ "!下次打这些讼棍记得叫上
我+ 虽然不敢去动手但是端茶倒水
慰劳英雄的事情还是很乐意的$ "
!这回体会到没有警察苦了吧#下
次警察出警吓得逃跑更让你有的
哭$ "!不杀你这种人渣杀谁' "还有
人指责媒体报道涉嫌阴谋论*!果

然是有预设观点有私货的新闻$ "
庆安火车站的枪击案余音未
了#死者代理律师在异地被打断了
腿$ 事发时#!据说打十几次电话警
察不出警"#这很不正常#应调查是
否属实(媒体刚报道#立即冒出不
少称赞律师挨打活该的言论$ 这类
言论# 如果是网民发自肺腑的言
论#不知这些!活该论"者和当事律
师有多大的冤仇#不然何以到了连
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的地步$ 如果
是有组织的发帖攻击#就更可怕$
同情心和怜悯心#是每个人都

该具有的$ 缺乏做人的基本素养#
把被殴律师贬低为诉棍#这种汹涌
的舆论声音真的令人不寒而栗$ 建
设法治国家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我
们已经在不断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不然#律师就成了多余的职业$ 律
师遭到殴打#我们的舆论应该谴责
才是#怎么能拍手称快呢'
依法治国# 应该没有特权#没
有法外公民$ 代理被枪击死亡者的
律师遭殴# 微博舆论的 !猛烈喝
彩"#到底是怎么回事#相信时间会
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