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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十三五"规划的三个期盼

!"#$

诸大建
! ! ! ! 参加有关第十三个五年
发展规划的研讨!想到 !"!"
年是高层提出的中国发展两
个百年的第一个关节点!是
上海基本实现"四个中心#和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战略目标
的关节点! 从国家战略和民
生战略整合的角度! 对上海
"十三五$规划的编制有三个
方面的期盼%
期盼之一! 是希望通过
"十三五$规划的研究和实施!
上海基本建成在全球城市网
络体系中有影响力的国际经
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
航运中心% 对于"四个中心$!
我一直认为可以理解为现在

流行的全球城市概念在经济
方面的重要表现!而现代意义
上的全球城市则有更多的发
展内涵% 上海建设"四个中心$
的理由和逻辑是清楚的'!#
世纪的经济竞争是城市与城
市之间&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
的竞争% 其中!在全球城市网
络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城
市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现在讨
论全球经济! 离不开研究纽
约&伦敦&巴黎&东京这四个全
球城市的道理% 中国经济在
!$ 世纪的崛起! 不能没有这
样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建设
"四个中心$ 就是要承载这样
的国家战略% 如果在"十三五$

规划的冲刺阶段!上海能够基
本建成"四个中心$!就意味着
上海在世界性的资源配置方
面确立了中国城市的地位!给
中国梦实现建党一百周年的
目标带来支撑% 为此!规划编
制需要深入研究如何提高上
海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 技术流等全球经济资源
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期盼之二! 是希望通过
"十三五$ 规划的研究和实
施! 上海基本建成以可持续
发展为导向的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 近年来!全球城市如纽
约&伦敦&东京&巴黎以及亚
洲领军城市如新加坡&香港&

首尔等!纷纷制定到 !%&% 年
的新一轮城市发展战略或城
市发展规划! 且均是以可持
续发展为导向的% 这是超越
经济发展的内容! 具有民生
战略的意义% 特别是要认识
到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对"四个中心$的建设有重要
影响作用% 如果以前搞发展
强调引进资本和企业! 所谓
'()*+( ,)++)- ./012(00!那么
现在就需要更多地关注引进
人 才 ! 所 谓 ./012(00 ,)++)'()*+(% 而上海要引进高层次
的人才!就需要大幅度提升城
市质量!这正是建设以可持续
发展为导向的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意义所在% 与"四个中
心$建设相比!上海在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方面的目标还不
够清晰!希望"十三五$规划能
够做出更精准的工作%
期盼之三! 是希望通过
"十三五$ 规划的研究和实
施! 上海基本形成有全球影
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框
架%这是上海的新战略%但人
们仍然把上海建设全球科创
中心! 简单地理解为是建设
面向经济&面向产业的创新中
心! 而不是同时建设面向社
会&面向民众的创新中心% 我
个人认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
与前两个战略目标有着重要

的相关性%在经济意义上的创
新方面!要通过创新提升上海
"四个中心$建设的质量和能
级! 使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从
依赖资本到依赖智力和人才
的转型(在社会意义上的创新
方面! 要通过创新深化城市
发展的内涵! 使城市发展从
更多关注经济转向更多具有
可持续发展意义% 期望上海
)十三五$规划的研究!能够
在"四个中心$&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 全球科创中心三个
方面的整合上! 做一些有新
意的挖掘工作%（作者为同济
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
化智库主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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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最近有两起发生在学
生之间的暴力引人注意%当
事人心目中的权势意识更
是引人深思%
一起是轰动美国的中
国留学生绑架案% 嫌犯之一
杨玉菡用烟头烫伤留学生刘
怡然乳头之后口吐狂言'"俺
不怕报警!俺局子里有人% $
另一起是浙江庆元县
多名初中学生将一名小学
一年级学生关在黑屋子里
暴力殴打!甚至用香烟头烫%
这名小学生的爸爸知道孩子
被打!但他是蹬人力车的老
实人!无权无势!家里比较
贫困!法律意识淡薄!也不
太想追究此事% 其实打人者
家里也不过是摆烧烤摊的!
大概说不上有权有势%
一个是海外留学生!但
骨子里离不开"局子里有人$
来摆平麻烦( 一个是乡下老
实农民!自认"无权无势$!受
到欺凌自认倒霉%海外也好!
乡下也罢! 通过这两个极端
案例! 至少说明在相当部分
中国人眼里! 权势仍是一种
价值观!是评判一切的标准%
权力和权势有很大区
别% 权力是一种使别人服从
或顺从的能力! 这种能力有
时候是强制性的! 有时候是
非强制性的! 权力有时候会
产生在平等主体之间( 而权
势则是通过建立和明确等级
制度从而造成服从关系!权
势必定需要等级!依靠等级%
怎样造就权势*韩非子
讲的故事!说明他可谓权势
大家%
晋文公与楚国军队交
战!抵达黄凤陵时!鞋带散
开了!就自己把它系上% 左
右侍从说')不能叫别人给
您系上吗* $
晋文公答')我听说!上
等的人! 当君王和他们相处
时! 这些人都是君王所敬畏
的(中等的人!君王和他们相
处时!都是君王所爱惜的(下
等的人!君王和他们相处时!
都是君王所使唤的% 我虽称

不上贤明! 但先父的旧臣们
都在场!怎可使唤他们呢* $
春秋五霸的第二位霸
主晋文公通过系鞋带这件
小事!不仅讲出一番等级制
度的大道理!而且评判了前
朝旧臣%对待不同资质的人
区别对待!如果不尊崇这一
套!那就是死路一条%
季孙喜欢文士!一生都很
庄敬稳重! 哪怕在日常生活
中! 也打扮得像在朝廷里一
样% 一次季孙偶有疏忽!穿戴
举止出了些差错! 不能将庄
敬稳重保持到底% 那些门客
便以为是季孙讨厌和轻视他
们了!怨恨起来!密谋杀了他%
季孙所小心翼翼维护
的等级制度出了一点差错!
引起门客的猜疑!招来杀身
之祸! 所以韩非子认为!并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而易
举地维护自己的权势!这是
一门大学问%
怎样维护等级制度!韩
非子借用孔子之口!讲了一
个故事%
孔子陪同鲁哀公%鲁哀
公赏给孔子桃子和黍子%鲁
哀公说')请吃吧% $孔子先
吃了黍子! 然后再吃桃子!
近侍左右都捂嘴偷笑%鲁哀
公问道')黍子是不能当饭
吃的!是用来擦拭桃毛的%$
孔子回答道')我早就懂
得这个道理% 但黍子是五谷
之首! 属于祭祀先王的上等
祭品%瓜果有六种!桃子属最
下等! 祭先王时没有资格进
入宗庙% 我听说君子用低贱
的擦拭高贵的! 而没有听说
过用高贵的擦拭低贱的% 现
在用五谷之首去擦拭瓜果中
的最下等! 等于用上等的去
擦拭下等的% 我认为这样做
有害于礼义! 所以不敢把桃
子放到宗庙祭品的前面吃%$
把人间的高下等级延
伸到食品领域!说明韩非子
认为等级制度应该深入日
常生活!成为一种文化的力
量%事实证明无论贩夫走卒
还是海外留学生!都有不自
觉的实践者% 说尊奉权势&
膜拜权势是中国文化的一
个密码!大概没错%

%&'(
! ! ! ! 本市近日屡见报端的
话题是我们迎来了第三波生
育高峰!幼儿园)入园难$问题
日渐突出%市教委呼吁社会力
量参与办园% 各路专家纷纷
支招'民办托幼应引入公助机
制( 学前教育应纳入义务教
育( 新建居民小区教育配套
设施应按约定投入使用!不
得高价租售! 挪作他用(甚
至考虑允许某些企事业单位
重开幼托中心! 像三四十年
前那样! 让为人父母的职工
可以带着孩子上下班%
然而!无可否认!为)入
园难$ 献计献策的背后!是
顽固的)择园难$在作祟%颇
有一部分家长! 对他们来
说!仿佛自家娃娃只要挤进
了)示范$)双语$!就是)赢
在起跑线$了%
)赢在起跑线$!我向来
以为!是这十几年来教育领
域最大的陷阱!和树德育才
毫无关系% 本质上!这就是
一条简单粗暴的广告!与基
金经理们当年扯破嗓子喊
)沪市 #3%% 点啦+你还不抄
底吗* $并无二致% 打中新
股!)赢在起跑线$! 也不敢
保证没有破发的风险%儿童
的教育呢*古人老早就警告
过')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用赛跑比拟人生!那终
点又在哪里* 也就是!孩子
这一辈子活着的意义!除却
追名逐利!还能是什么* 我
不知道有多少奔波于各家
幼儿园之间&忙于填写报名
表格的家长为他们咿呀学
语的子女设想过! 推演过!
规划过!制定过% 我是在所
谓高等学府工作的!我就问
过班里的学生!十有八九都
是一脸憨笑!保持沉默% 他
们自己都不知道想要什么
样的人生!因为在进大学之
前!从起跑线开始!目标只
有一个'进大学% 可进大学
是人生终点吗* 很不幸!大
学生如今普遍对专业学习
缺乏热情!原因恰恰在于他
们默认' 跨 ,甚至都不用

)考$+ -入大学!人生的强制
性任务就大功告成了%于是!
最近几个月! 发现班里大二
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不做预
复习时!我不再一味批评她
们读书不认真!而是严肃地
敦请她们想一想!这样前学
后忘的消极状态!果真配得
上她们从幼儿园起就开始
的这一场漫长打拼吗*
我看到有家长在微博
上为)择园$作辩护')孩子
去了一家很普通的幼儿园!
没几天!回来就开始说脏话
了%$就事论事!比起换家幼
儿园就读!我们更有义务督
促园方解决这个问题!否则
岂不是听任其他孩子继续
受不良影响* 而我担心的!
是比起说脏话 ,对成人而
言!脏话之)不雅$!并不在
于说! 而在于不分场合地
说-! 对孩子危害更大的是
年过二十!都浑然不知)读
圣贤书!所为何事$%在这场
赛跑中!他们起初跑得比谁
都快!但到中途!却迷失了
终点的方向%
要矫正 )赢在起跑线$
误导产生的长期恶果!就必
须强化)终点意识$%多数家
长都关心孩子在幼儿园的
冷暖饥饱!可又有几人会在
孩子读大学时还过问他们
的学业!督促他们比高三更
加努力*须知!理论上!大学
学习的深度&广度&强度都
远远超过高中阶段啊%很可
惜!不少家长怕是自己都觉
得!够了!可以了!就这样
吧!学这么多何苦* 反正工
作都安排好了..
在上海!择园季&高考
季& 大学毕业季几乎是重叠
的% 这三季恰好标志着一个
人教育的起点& 关键点&终
点%传统上!社会的注意力都
聚焦在前两点! 而终点备受
冷落%但恰恰是终点!于个人
而言! 是漫漫人生真正的开
端(于国家而言!是未来富强
发展的基石% 起跑线赢得再
漂亮!到终点则庸庸碌碌!岂
不是彻底辜负为人父母一
片初心*这个问题上!还请各
位学龄前儿童的家长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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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最近的上海!总共有两
种天气模式'一是三天两头
不召而至&骤起骤落且大到
不可思议的雨(二是仿佛才
起头&向前展望很容易心底
生畏的闷热%
黄梅季节!多雨!闷热!
在江南原是自然% 不雨的时
候算是反常!叫作)干黄梅$%
然而今年的黄梅天真是湿得
够够的% 前些日子的午夜响
雷! 让好多浅眠者惊起不敢
眠(一旦暴雨成灾!上海东北
角变成水乡泽国! 大学校园
里学生摸鱼& 居民街头划船
之类的新闻! 瞬间刷亮朋友
圈!传遍全世界% 不过!因为
未像前些年其他几座大城市
那样积水成祸! 除了城市管
理者不免要暗自胆战心惊&
冷汗频出外! 很多人都将这
一场大水当成了沉闷生活里
难得的戏剧性情节! 不花钱
也不走心地娱乐了一回%
节气才到夏至!高温预
警也已经开始%下过雨!气压
仍低!找不到风在哪儿吹!抑
郁闷热的感受一点不减!一
眨眼温度已经升到 &%!&
&4!%气象学家告诉我们!今
年三伏天比往年都长!有 5%
天% 虽然不能肯定说会有高
温! 但光是想想这长出来的
三伏天!也足以)闻风丧胆$
想要休假逃去凉爽地带了
吧% 何况!全球的科学家们
还纷纷)补刀$!告诉我们!太
平洋的海水正在迅速升温
与上涌! 通常 5 年一度的
)厄尔尼诺$ 很可能归来!今
年或将出现一次 )超级厄尔
尼诺$%)厄尔尼诺$这种神秘
的气候现象!曾在我们这块
大陆上引发洪水& 干旱&森
林大火&烟尘以及饥荒%
不知和这样的暴雨&燠
热天气有没有什么关联!在
过去这段日子里!患者袭医&
中学生凌弱& 驾驶员路怒打
架& 公交车失控之类消息大
有集中爆发之势% 比如好好
开着的 55 路公交车!忽然就
撞上延安路高架立柱! 伤了

无辜乘客( 南京街头的宝马
车撞碎马自达造成触目惊心
的惨祸! 司机光天化日高速
闯红灯过路口! 据说既非酒
驾毒驾也非富二代&官二代(
前几天在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有人仅因为医生写错患者名
字!就对两位医生拳打脚踢(
还有三名男子在杨浦区某条
路上随意变道引发口角!冲
上公交车去暴打司机..
生理学和心理学家可
以证明!天文气象变化的确
可以对一些人的情绪和行
为产生一定影响%但身为日
常生活远离自然的城市人!
我们对暴雨&燠热&旱涝丰
歉之类天象或灾祸的感受!
其实远不如对周遭人工环
境那样敏感和计较%
因此!我更愿意将种种
不可思议也难以理喻的极
端事件的连续发生!归因于
社会情绪与心理感受上的
)超级厄尔尼诺$//
/以不
确切的恶意揣度代替了常
识判断!用情绪化表达替代
和无视科学实证!纵疯狂的
暴力行为驱走了平和&理性
的沟通程序!令个人与社会
都因此付出高昂代价%成年
人如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
中长大的青少年! 服膺权
势&施暴弱小!更成本能%
衣食足! 然后重法度&
知礼仪% 这样的古训在逐渐
富裕起来的中国似乎还没
有充分显现它的效应% 我们
身处于人人皆有财富与资
源性恐慌症&违规犯规现象
众多&严肃执法惩处的力度
不足的行车和社会环境中!
偶然事故和恶劣情绪被放
大&失控酿祸!几乎是必然%
一国一城之治惟有靠
法%一个人能否安然捱过)厄
尔尼诺$期!则需要有个人的
自觉&定力和选择%一位知名
医生告诉我! 他从不在朋友
圈或微博转发暴力袭医事
件!因为转来转去都是)负能
量$%一个怀揣负能量的人做
事很难成功! 一个满是负能
量的社会纠纷只会更多%
你将怎么度过这个)超
级厄尔尼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