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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芳

埋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西
安兴教寺，正面临大规模拆迁。当地给
出的拆迁原因， 是丝绸之路联合申遗
的需要。 因为联合申遗名单上只有兴
教寺塔，不包括寺庙内其他建筑。

消息一出，网友直斥荒唐，连千年古
刹都不放过， 实为文化犯罪———“一代佛
学大师竟然丧失了最后的休憩地，可悲可
叹”，“为申遗拆遗是杀鸡取卵”。还有网友
无奈呼唤：“悟空，快来救你师父啊！”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一条经

济 、政治 、文化交流的道路 ，申遗保护
自然应该 。兴教寺也称“护国兴教寺”，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建于唐
朝的古刹，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埋葬着
玄奘灵骨。丝绸之路与取经之路，这两
条重要的路都与古城西安相关，而且在
兴教寺有重合点。可两者之间，绝没有
舍此取彼的关系。 现在要保护丝绸之
路，就要毁掉取经之路，他日若要保护
取经之路，是否又要拆毁丝绸之路？

《文物保护法》 第20条明确规定，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拆除；需
要迁移的 ，须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

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 虽然当地辩
解，拆除建筑不是文物，但那些建筑早
和文物 “血脉相连 ”。如果将兴教寺拆
掉，孤零零剩下一个塔，实际上是对兴
教寺塔寺一体的整体性和历史发展真
实性的蹂躏 。 正如兴教寺僧众所言 ，
“玄奘塔失去僧人和信众的守护，仅仅
作为一个景点，必丧失其文化内涵。”

而且，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及其实施指南的规定，一个
候选遗产， 除了应当具备公约所要求
的突出普遍价值之外，保证其真实性、
完整性才是入选的关键， 至于其周围

是否有绿化，环境是否优美无关紧要。
也就是说， 即便为了丝绸之路申

遗，兴教寺完全不必拆除，也根本不能
拆除。这不能不让人联想是否有“醉翁
之意不在酒 ”———借着申遗的招牌大
搞拆迁，在历史文物附近圈地，炒作文
化概念，推动房地产商业开发。同处陕
西的另一古刹法门寺，即是前例。

“世界遗产名录”宗旨是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 如果仅为一个遗产
名号，却忽略了保护遗产本身，完全是
本末倒置， 如果打的主意还有圈地牟
利，就更令人齿冷。

为了“申遗”，可拆“唐僧寺”？
邓海建

河南郑州市区仅存的一座报
刊亭近日被拆除。从2012年4月开
始，当地采取“取缔”措施，拆除了
大约400座报刊亭。（4月10日《中
国青年报》）

在城市管理者看来， 最后一
座报刊亭的拆除，意味着“难啃的
骨头 ”被啃下 。可在民众看来 ，又
是另一种心情： 一位名叫 “山夫
牛” 的网友特意提前拍下一组以
雪夜为背景的黑白图片， 并取名
为 《风雪夜 ，那孤独的报亭 ，依然
亮着灯》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郑彦英则将它的拆除，比喻为“撕
掉了城市的一道文化符号”。

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统计 ，
截至2011年12月底， 全国共有邮
政报刊亭30662个，而从2008年至
2011年底， 全国邮政报刊亭共被
拆除9508个。数据比较久远，却是
笔者经过一番努力唯一能考证到
的数据。少有人去做专业统计，似
乎也对应了报刊亭的凋落。

拆，也许有拆的理由。报刊亭
为城市管理带来诸多挑战：有些地
处十字路口的报刊亭违章占道，遮
挡和影响行车视线；有的报刊亭存
在违规经营的问题，经过多次转租
或者转卖之后，造成“经营者和注
册者分离”，监管起来十分棘手；报
刊亭上花花绿绿的广告也是问题，
有些报刊亭还会私自乱投广告。

不拆， 更有不拆的道理和办
法。试举一例，近几年，杭州市邮政
局斥资2000多万元， 对386个报刊
亭进行升级改造，装上了信息化服
务系统。除了能买报纸杂志，还能
缴水电费、燃气费、电话费、有线电
视费，买飞机票和省内长途汽车电
子客票，以及给电瓶车充电、自行
车打气、手机充值等，部分报刊亭
还安装了110联网报警系统。

报刊亭， 不仅是个卖报的地
方。风雪中的那抹萤火，是城市为
每个倦归的旅人点亮的灯盏。它可
以搬家、可以升级、可以扩容、可以
转型，甚至可以自生自灭，却不应
在一片民意反弹之声中一拆了之。

城市当容暖意盈盈的报刊亭

海君

1940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在山东济南
留下一座“万人坑”。据《济南时报》报道，“万
人坑”遗址要被开发成商业住宅，用来纪念
的石碑也已被开发商移走。10日， 济南市槐
荫区文物局表示，“万人坑”从来就没有被列
入文物遗迹之列。10日晚间， 济南市规划局
负责人又称，“并未被规划为商住用地，目前
也没有接到开发商关于楼盘开发的申请”。

围绕着“万人坑”的真相，好像越来越
模糊。既然“万人坑”没有被规划为商住用
地，开发商又哪来的胆移走纪念石碑，又如
何去开发商业住宅？济南有关部门各自的
表态，既不能改变“万人坑”纪念碑被移走
的事实，也没有打消民众的担心。而“不是
文物”的回应，看上去更像替开发商说话，

“不是文物”，很多时候成了破坏历史遗
迹的借口，更是被商业侵占的前奏。既然不是

文物，即便真的盖起了楼盘，也和文保部门无
关。这种逻辑，没有替文化说话，也没有替历史
说话，更没有尊重民意。海南省东方市，曾在
2012年8月推倒 “日军侵琼八所死难劳工纪念
碑”，舆论一片激愤之下，最初给的回应就是该
纪念碑“不是文物只是标志”，可拆除重建。

在济南“万人坑”上建楼盘，确实能获
利。 可如此一来， 那些惨死的国人如何安
息？千千万万中国人情何以堪？那段历史也
将被逐渐抹杀。

近些年来， 日本右翼一再否认侵华历
史， 并通过篡改教科书等方式予以涂抹。
“万人坑”之类遗址，是我们铭记历史、教育
后人、寄托哀思的所在，也是二战日军残忍
杀害中国人的历史见证， 是铁铮铮的历史
事实，绝不能凭空拆掉。

为了商业利益， 对历史对责任无比麻
木，与其说是文化短视和利益绑架，倒不如
说是文化耻辱。

2007年，江苏赣榆县柘汪镇
响石村的2000多亩土地被征用，
但从2011年12月以来 ，500多户
失地农户再也没有拿到国家的
粮食直补。 对于这种严重违规
行为 ， 柘汪镇镇长顾少波说 ：
“像我这样的共产党员，为的是
大家的利益， 有时需要有勇气
去违反点规定。”

柘汪镇镇长顾少波所谓的
“大家的利益”， 就是担心一次
性发给村民会导致他们 “坐吃
山空 ”，所以不如由镇政府 “保
管 ”。说是 “保管 ”，却可以支配

使用，理由是“这笔钱就放在那
里不能动， 那我还不如一次性
发给他们了 。”而且 ，在计算村
民该得的补偿款时， 镇里又只
按照补偿款的70%的比例计算。

显然，“需要有勇气去违反
点规定”， 做的是侵害村民利益
的事。现在，有一些地方的基层
干部，自以为“天高皇帝远”，此
处我最大， 喜欢打着发展的幌
子，唱着高调，喊着口号，谋取个
人和部门利益。虽然只是个别现
象，却凸显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的重要性。 文/图 陶小莫

玫丽娜

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强制
推行校园一卡通，进出教室、在食
堂吃饭只能使用一卡通，否则就不
能正常出入。学生却不愿办理校园
一卡通， 原因是一卡通与手机绑
定，每月有19元的最低消费，而且
原来已经购买的手机也没用了。

学校为方便管理，推行“一卡
通 ”，并无不妥 ，还可以为学生带
来很多便利 。比如 ，出入图书馆 、
在食堂打饭、在开水房打水等，都
能“一卡即通”。但是办“一卡通”，
只办张卡就行了， 何必非要与某
通信运营商的手机绑定、 还设定
每月最低消费？这么做，即使不想
“揩油”，也有瓜田李下之嫌。

据学生反映， 上学期该学校
曾推行过校园一卡通，“受到不少
同学排斥后暂停”。但令人意外的
是，这学期学校竟强制推行。相关
法律规定，消费者有知情权、选择

权和公平交易权 。这种 “一卡通 ”
与通信运营商进行拉郎配， 不先
征求学生们的意见， 再有加强学
校信息化管理的理由， 也是侵犯
学生的合法权益。

校园的公共服务， 不能侵犯
学生权益，更不能增加学生负担。
如果真为学生着想， 该校可以做
得更好， 何必非要牺牲学生利益
而独选一家通信运营商？ 可学校
竟辩称 ：“学生入学时就曾告知 ，
要求学生不使用其他运营商业
务，但个别学生不听劝。既然选择
了学校 ，就要遵守校规 。”市场经
济条件下，商品买卖是自由的，也
是公平竞争的。 强制推行 “一卡
通”绑定手机，显然不符合市场经
济规律中的自由经营、 公平竞争
的特点。

“一卡通 ”捆绑手机 ，校方强
调出发点是好的， 是为了加强管
理。可再好的“出发点”，要落在实
处才是真正好。

H7N9禽流感疫情成为网友关注和热
议的焦点， 可是有个别人在无根据的情况
下上网散布谣言。陕西、浙江、贵州、安徽等
地近日查处多起编造散布H7N9疫情谣言
案件，相关人员被拘留。

———不传谣、不信谣。
号称抗8级地震的房子， 被风吹倒了，

这等奇事发生在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黄华
镇朝阳坝村的安居工程。 项目负责人称：
“刚砌好没几天的墙，又是空心砖的，被风
吹倒正常的嘛”，不存在“偷工减料”。

———弱不禁风，原来是因为“不可抗力”。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常
务副会长马勇透露， 白酒塑化剂标准将在
两个月内出台。若无意外，相比于目前执行
的临时标准， 新标准的含量指标将有较大
幅度放宽。

———标准越来越低，被酒企“绑架”了？
为了彻底解决普通百姓的出行难题，

从4月10日开始， 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浩
特全民免费乘坐公交，同时出租车实行“拼
客”和“计价收费”并行的运行模式。

———便民之举，节约资源。
点评：易凌翔

留住“万人坑”的历史

■一句话评论

“一卡通”怎能如此绑定

“违规勇气”令人瞠目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