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祝颐
建设投入约8亿元，使用寿命却

不到10年———6月3日，沈阳绿岛体
育中心被爆破拆除。所处地块将被
用于商业开发。据沈阳媒体报道，这
座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室内足球场被
拆除的原因是使用率不高。据介绍，
整个体育场内布置相当豪华，体育
场四周都安排了包厢，加上普通坐
椅以及伸缩看台，整个绿岛中心可
以容纳3.3万名观众。

（ 据《 中国青年报》）
《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

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
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住
宅使用年限是70年。英国建筑的平均
寿命132年。我们花纳税人的钱盖好的
豪华体育场就这样“ 英年早逝”，无疑

不正常。“ 百余位老球迷苦守在现场近
5个小时，就是为了送别绿岛体育中心
最后一程”。从沈阳各大媒体报道绿岛
体育中心被拆除的遗憾和惋惜语气
中，我们可以读懂当地民众对大型体
育场馆夭折很是痛心与无奈。

不仅沈阳绿岛体育中心“ 英年
早逝”；建成仅9年的海南“ 千年塔”
沦为“ 短命塔”；福州中央商务区范
围内新修学校、住宅被拆迁；南昌建
成13年的四星级酒店被爆破。而沈
阳绿岛体育中心8岁夭折，不过是为
中国“ 短命建筑死亡名单”继续添
砖加瓦。更有甚者，有的建筑尚未竣
工即拆除。建筑短命的例子可以信
手拈来。数据显示,我国建筑的平均
寿命只有25—30年。城市面貌日新
月异，而与城市美景相伴的，却是高

楼大厦纷纷夭折。无疑值得反思。
《 城乡规划法》规定，城乡规划

不能因为地方领导的变更而变更，
不能因为个别领导的意见擅自修
改。但是，由于政绩评价体系不完
善，领导变更频繁，有人认为前任领
导制定的规划方案，不能显示政绩。
好大喜功，按自己的意图随意更改
城市规划者不在少数。城市规划俨
然陷入了“ 领导一句话就变”的“ 过
家家”怪圈。不少建筑远没有达到设
计使用年限，就被人为拆除。既浪费
社会资源、劳民伤财，也打乱了城乡
规划总体部署，导致城乡规划缺乏
连续性、前瞻性；滋生了不少华而不
实的形象工程甚至烂尾工程。

虽然民众对城乡规划朝令夕
改，拍脑袋建设很不满。但是由于政

绩评价体制不完善，制度设计失灵，
导致法不责众，官员违规成本太低。

“ 领导一句话就变” 的短视规划病
一直没有得到根治。正如一沈阳市
民所言，“ 当初耗资巨大兴建这座亚
洲第一的体育场，仅使用8年就被拆
除，当初是谁、是哪个部门批准规划
建设的？现在，又有谁来承担体育场
一建一拆造成的社会资源巨大浪费
的责任？”纳税人对制造短命建筑的
败家子行为义愤填膺，决策者却充
耳不闻，还躺在形象工程政绩沙发
上沾沾自喜。尤其值得警惕。

对于决策失误者、好大喜功者，
不仅民众要谴责，上级有关部门还
要启动问责程序，改变短视规划生
态，做到科学规划，精细监管，洗刷

“ 最大建筑浪费国”的耻辱。

盲目放生千条蛇
引恐慌催人反思

□刘鹏
6月1日，十余名放生客来到河

北省兴隆县苗耳洞村放生了数千条
蛇，大量的蛇爬进该村引发村民恐
慌，全村的男劳力均放下农活加入
了“ 打蛇行动”。村民称，蛇的数量
多，不知道是否有毒，并且可能对当
地生态产生影响。

（ 据《 京华时报》）
放生本是有着尊重生命、保护物

种、提升环保意识等积极意义的行
为，然而，到河北省兴隆县苗耳洞村
放生的十余名放生客，却明显好心办
了坏事，背离了放生的意义和目的。

一方面，放生放出恐慌，折射出
一些放生者的盲目与无知。放生并非
将动物放归野外那么简单，它需要考
虑的问题很多，比如放生的环境是否
适当，这既包括环境是否适合被放生
的动物生长，也包括被放生的动物是
否会对人类、生态等造成影响。拿到
河北省兴隆县苗耳洞村放生千余条
蛇的事件来说，其间就至少存在着三
大问题：一是放生者选择的放生地点
离村庄过近；二是一次放生千余条，
数量过大，给当地生态与人类生存安
全造成威胁；三是未考虑这些蛇被放
生以后的生存问题。

另一方面，一边是放生者放蛇，
一边又是村民集中打蛇，这无疑也
折射出了有关放生的法律制度不完
善，宣传不到位等现实。近些看来，
人们关注与关爱动物的积极性有所
提高，尊重生命、放生动物的行为也
越来越普遍。然而，很多人却并不明
白，放生不仅是一个爱心活，同时也
是一个技术活，一个需要遵守法律
和遵照自然规则的动物保护行动。
当然，这与放生者法律意识淡漠有
关，但无疑也与法律制度不尽完善
有关。比如对放生行为没有具体的、
专门的法律规定，而仅有的《 野生动
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关放
生的内容和条款，又未能得到有效
的宣传。并且，“ 应当向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科研机
构进行科学论证后，报国务院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
准”，这样的法律要求与放生手续，
也未免繁琐了一些。

违法捕猎动物不得人心，让人
气愤，而本不该有任何遗憾的放生
动物，却引发了村民的恐慌，这其中
放生的盲目、法律的滞后与宣传不
到位等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刘巽达
八达岭附近的中华文化名人雕

塑纪念园内冰心、吴文藻夫妇之墓，
其孙吴山在墓碑上用红漆涂写下

“ 教子无方，枉为人表”。陵园管理
方称，涂写这两句话是因吴山与父
亲吴平的家庭矛盾和财产纠纷。

（ 据《 新京报》）
文坛泰斗冰心老人的墓碑遭

其孙吴山喷涂红漆，喷涂者意在表
达两个诉求：一是谴责其父私德，
二是谋求其母私产。他自以为理直
气壮，可行为却实在失当，应予严
厉责罚。

位于北京八达岭附近中华文
化名人雕塑纪念园内的冰心、吴文
藻夫妇之墓碑，决非其子孙的私人
财产，墓碑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与文
化含义，充分显示出它的公共性

质。否则，怎么会置身于“ 中华文
化名人雕塑纪念园”里呢？我们无
从得知、也不想得知吴山与父亲吴
平究竟有何矛盾以及孰是孰非，无
论如何，你们的深仇大恨岂能“ 移
恨”于冰心老人？吴平的私德有无
污垢，那是你们家里的私事，不该
用来污染公众眼球。冰心是中国
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她的孙子
也没有资格肆无忌惮地污损老人
的墓碑，甚至扣上些莫名其妙的
罪名。这样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冰
心老人，也伤害了无数热爱冰心
的读者。

在另一个层面上，吴山公开其
父亲的隐私已经涉嫌违法。其父

“ 包二奶”云云，自有法律面对，吴
山的父母已经离异，私产问题，也
已由法律了断。如果觉得分割不

公，唯有继续求助法律一途，用出
格行为试图招徕观众同情，颇叫人
不齿。吴父是否私德有亏，外人无
从知晓，就目前看，这更像是因为
家产分割而引起的纠纷，吴山的抨
击怕难以占据道德的高点，就传统
而言，甚至本身也有违私德。孔子
曰：“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
中矣”，这样的传统观点在前不久
颁布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也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

或许，也有人会对吴山的行为
报以适度同情，乃至穷追其父吴平
的私德。我要在这儿说，我们大可不
必过于关心冰心家的私事，而只需
关心与我们相关的部分———冰心其
孙的所作所为野蛮无理，让人“ 冰
心”，这是需要在第一时间迎头痛
击的。

“ 月领25元”
需要给出说法

□禹海君
近日，网上流传贵州省纳雍县锅

圈岩乡几位代课老师的工资单，工资
单显示老师们每月只能领到25元的
代课费。 （ 据《 中国网》）

代课老师待遇差已不是什么新
鲜事，曾有报道披露贵州省罗甸县代
课老师日薪一斤苞谷，广东一些地区
的农村代课老师大多月薪300元，但
每月只能领到25元代课费的却实为
罕见。

就个人情感而言，我们更愿意相
信网上流传的说法不是真的，因为这则
消息实在太令人震撼。但是，这则消息
来源于贵州教育专刊主编，且贴有具体
的工资单，其严肃性不得不让我们产生
疑惑。而目前仍未有任何权威部门作出
回应，就更增添了几分可信度。

在代课老师几乎已成待遇微薄
奉献多的化身的当下，代课老师“ 月
领25元” 的新闻无疑会撩动公众对
教育主管部门和现有制度的猛烈讨
伐，比如，究竟是当前的制度太无情
还是遭遇恶意克扣？再如，若代课老
师“ 月领25元”的传闻属实，相关部
门是否有关注过他们的生存现状，面
对他们的诉求，又该如何进行改善？

事实上，作为主管部门，教育部
门没有任何理由只当“ 旁观者”。若
传闻属实，不论是制度太无情还是遭
遇恶意克扣，教育部门需要给出合理
的解释。如果是制度存在问题，应及
时作出调整；如果存在恶意克扣，或
者贪腐，应依法予以查处和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而若传闻不实，则应及时
公示代课老师的工资单以正视听。

教辅拒绝奢华
是把错脉开错方

□钱夙伟
贵州省发出通知，其中明确，要

严格控制教辅用纸、印张，坚决纠正
封面覆膜、用纸过精、留白过多、印制
华美等变相加高教辅价格的行为。

（ 据《 贵州都市报》）
教辅材料拒绝奢华是把错了脉

开错了方。因奢华变相加高价格，固
然增加了家长的负担，但是，现在的
主要问题是教辅材料的泛滥。应试思
维之下，教辅材料无疑有着巨大的市
场需求。也因此，教材辅导胡编乱造
成风，此前曾有报道，“ 最快三天编
出一本”。而这当然因为有一个完整
的利益链在背后推波助澜，比如教
师，甚至学校，会要求学生购买，乃至
还会硬性要求，而老师当然也会从中
分得一杯羹，至于从编书的到出书
的，其暴利更是不言而喻。

当然，更大的危害不仅在于教辅
材料数量的毫无节制，加重了学习负
担，还在于质量上的错误百出有可能
误人子弟甚至害人子弟。教辅材料的

“ 编销两旺”，当然是因为监管的失
控。比如出版社，只管卖书号，却并不
对书的质量把关。而教育部门，于这种
辅导类的教学用书，更理所当然地排
除在自己的审查职责之外。显然，对于
如此教辅乱像，教辅材料价格固然需
要监管，但当务之急却是规范教材辅
导的编写、销售，首先是从切断暴利的
利益链，严格责任追究抓起，唯有如
此，才能还教辅书市场的纯净与有序，
也才是对我们的孩子负责。否则，未免
是隔靴搔痒，甚至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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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亿元体育中心夭折，岂能无人担责？

法盲孙子让人“ 冰心”

高考在即，北京红火多年的“ 高考经济”今年依然走俏。“ 高考房”、“ 高考套餐”炙手可热，往年并不多见的“ 高
考保姆”，也打着“ 量身定做”“ 贴心服务”等旗号寻觅东家。

某宾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所谓的“ 高考房”就是把预订房间的考生集中在一起，尽量给他们提供优
良的休息和复习环境。除此之外，“ 高考房”与别的客房没有两样。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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