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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京、長沙等地均出現為城市建
設而拆毀文物古蹟的事件，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今日在兩會記者
會上回答大公報提問時表示，在提出文化
大發展大繁榮之後，一些地方出現了一種
「躍進」 的形勢；一些文化遺產的所謂
「打造」 是由不良政績觀驅動的，對城市
歷史建築的建設性破壞是一個文化悲劇。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八日電】

馮驥才批文化馮驥才批文化建設性破壞建設性破壞
千城一面是中國文化悲劇

近期，湖南長沙的一段千年古城牆被以 「原址保護與
異地遷移保護相結合」的方式切割遷移，北京的梁思成與
林徽因故居也被 「維修性拆除」。馮驥才表示，在中國
30 年的急速城市建設和現代化衝擊中，有很長一段時間
急於改變當時物質生活的困境，加上缺乏文化自覺，結果
把幾百上千年形成的千姿萬態、具有個性的城市都變成了
千城一面，應該承認這是中國的一個文化悲劇。

「申遺」 更要 「審遺」
雖然現在對城市的歷史建築有了教訓，也有了國家、

知識界等各界的文化自覺，但是建設性的破壞一直存在。
尤其是最近 「維修性拆除」，既有了破壞的現象，又有了
破壞的藉口。

馮驥才表示，文化的本質是積澱而成的，文化強國的
標準和目的，不是短時間就可以達到的。 「就像一個人一
樣，使一個人富裕起來是容易的，給一個人100萬就可以
了，但使一個人有文化、有氣質是很難的。」

他指出，現在的文化遺產很多是不良政績驅動的。一
些地方一旦申遺成功，文化遺產就沒人管了，而實際上申
遺成功才應該是保護的開始。他建議把 「申遺」變成 「審
遺」， 「我們有多少的遺產已經變味不再是遺產了，我們
必須對我們的遺產認真負責，不能把變味的粗製濫造的東
西留給我們的後代。」

幹部選取應有文化考核
馮驥才表示，今年兩會自己的提案就是建議在選取主

管文化的幹部時要有文化考核的制度。 「你要選取的是懂
文化的人，他不見得是專家，但要懂文化的規律、本質、
性質和意義；他應該有一定的修養，有文化的理解力，應
該是熱愛文化的。」他指出，對幹部的要求是至關重要的
，因為一個幹部決定了一個地區的文化品質、文化走向，
也可以說是文化價值的取捨，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單霽翔：流失文物合法回國
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在記者會上表

示，對於台北文物到大陸展出的破冰，需要兩岸進行通過
全方位的合作增強互信，未來的合作不僅是展覽，還包括
文物的研究、文物的科技保護、人才的培養、文化的傳播
、文化產品的研發等。

對於流失的海外文物的回購，他表示，流失的海外文
物有不同的身份和境遇，總的分為涉案文物和正常流失到
海外的文物。對於涉案文物必須依照國際準則和中國憲法
，依靠法律追索，不能用國家的資金，也不贊成用企業和
個人資金購買；對正常流失到國外的文物，也希望能夠通
過體面合法的渠道回歸祖國；比如通過市場的行為購買回
來，或者通過有識之士捐贈，這在故宮的歷史上已經出現
過多次。對於故宮流失的文物，他表示一直在積極的 「把
耳朵豎起來」聽取這方面的信息及做這方面的工作，每每
都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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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代表撞衫
【本報實習記者李理北京八日電】國際婦女節

當日，本報記者在大會堂撞見兩位衣着打扮一模一
樣的女代表，由不得人嘀咕，難道是雙胞胎？兩人
隨後為記者 「解畫」：儘管都來自山東，但只是巧
合 「撞衫」而已。全國人大代表袁敬華說，我和劉
建文相隔 1000 多里，卻在不同的商場都看中了這
件黑白套裝，真是有緣分。

【本報記者孫志、隋曉姣北京八
日電】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
副主任、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
長樂（右圖）在接受本報專訪
時指出，香港的資本、市場、
人才、創意產業優勢，對於擴
大內地文化產品在全球的推
介和銷售，推動中國文化產業
發展及中華文化 「走出去」扮
演重要角色，而香港文化產業
也將因此迎來新局面。

3 月 4 日，習近平副主席會見
港澳全國政協委員，劉長樂就香港
要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上做出獨特貢獻
做了8分鐘發言。他說，香港文化與國際市場和
價值觀接軌，同時非常市場化和產業化，這對文
化 「走出去」十分關鍵， 「香港文化根本就是一
個市場文化的經典，要走出去還是要遵循市場規
律的。」

按外國人胃口做「文化」飯
此外，中國文化的發展繁榮可以借力香港的

資本市場。劉長樂指出，香港的 IPO 市場非常
國際化，要上市的大陸文化企業可以到香港去投
資。 「文化產業的開發還離不開商業管理人才，
而香港有非常好的文化市場運作精英。」

作為長期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的鳳凰衛視掌
門人，劉長樂認為文化 「走出去」最重要的是文
化與普世價值觀的接軌。 「如果沒有普世價值觀
，你怎麼推動市場？沒有共同語言，你怎麼到國
外去發展？」

他以最近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伊朗電
影為例，指出該片正因為對自由、平等、博愛
的認同才會獲得奧斯卡評委青睞， 「文化 『走
出去』一定要考慮市場定位，要讓外國人理解

中國文化必須按他的胃口做飯，不
能硬塞」。

劉長樂亦建議，大陸的文
化產業和產品要走向世界，
借力或轉道香港都是好辦法
。據他介紹，荷里活電影
有 75%在亞太地區的批發
是通過香港完成的，而除
了在電影市場擁有暢通的
全球發行渠道，香港的唱片

市場、圖書市場亦十分發達
。他建議，大陸文化企業要走

出去沒必要直接到歐美，以港為
媒反而是更好的選擇。

借力香港收購海外品牌
「除了打自己的品牌，到海外去收購、兼併

已有的品牌對實現文化走出去而言，更為直接簡
便。」他提出，大陸的國有企業到歐美去收購可
能會由於意識形態的關係遭遇障礙，而通過相對
非政府化的香港上市公司去收購和兼併同樣能達
到讓大陸文化產品走入當地市場的 「走出去」目
的， 「這就是以香港作為文化走向世界的槓桿和
跳板。」

兩地應合力完善文化元素
在談到近期香港與內地的爭拗，劉長樂指出

媒體放大了事件， 「矛盾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被
媒體放大了，我不認為香港與內地更對立了。」

劉長樂說，儘管現在兩地的爭論有些白熱化
，但同為炎黃子孫，兩地的文化自覺和認同是存
在的。他提出，這次關於兩地文化差異的討論雖
然熱烈但沒有必要，如何進一步完善文化元素和
文化修養才是兩地都要思考的事。

劉長樂：以港為媒推文化走出去

▲來自山東團全國人大代表劉建文（左）和袁
敬華（右） 李理攝

3月8日國際婦女節，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特
意在午間黃金時段推出紀錄片《人大代表─申紀
蘭》。片中大量黑白色調的資料畫面，讓人很容易
就捕捉到這位女主人翁的厚重歷史感。

幾十年如一日以黑布鞋、白棉襪、深色外套、
齊耳短髮的形象亮相人民大會堂的申紀蘭，今年已
經是第 46 次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了。作為中國
唯一一位從第一屆連任到第十一屆的全國人大代表
，她被譽為中國人大制度的 「活化石」。與之相呼
應的，還有她頗為傳奇的經歷─曾 13 次被毛主
席和周總理接見；周總理還在西花廳專門宴請過她
；鄧小平曾和她親切握手；江澤民稱她 「鳳毛麟角
」；胡錦濤特地去她家看望。

連年參會，申紀蘭的受關注度始終居高不下，
但可惜的是，有關她的報道大多流於趣事軼聞，很
少有人關心這位資深代表究竟在半個多世紀的參政
議政中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而這種花絮式報道模式
，或許成為公眾和媒體對 「兩會」女性身影的普遍
關注傾向。從民族服飾的姹紫嫣紅，到聯歡晚會上
的輕歌曼舞，似乎她們的出席，只是這場政治盛會
上的點綴，無形中卻降低了女代表委員身份的莊嚴
性和議政的權威性。

作為中國6億多女性的代言人，出席兩會的女
代表是規劃設計中國發展的女性參政者，也應是有
遠見、有魄力、能參與決策的政治家。人們對女性
參政者或女政治家的評價，不應局限於她們的身材
或穿着，而應聚焦於她們透視問題的視野和表達訴
求的能力。

事實上，在近千人的全國 「兩會」女代表委員
中，不乏擲地有聲的建言獻策者。3月8日生日的
法蒂瑪．馬合木提，已連續4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
度過這一天。作為新疆第一位來自司法界的女全國
政協委員、烏孜別克族第一位女性律師，法蒂瑪的
履職經歷中充滿了女性關懷。4年間，她提交了涉
及女性權益的提案 20 多件。2012 年主題依舊，
「女性大病醫療救助」、「單親母親群體生存狀況」

、 「少數民族婦女就業問題」是她今年的提案重點
。為少數民族婦女的群體代言，已是法蒂瑪的堅守。

另一位積極建言者楊佳，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唯
一一位盲人女委員，也是中國高等學府任職的第一
位盲人教授。作為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副主席
，楊佳積極為殘障人士謀求權益，今年又提交了
《關於在全國郵政系統推廣使用 「盲人讀物專用郵
包」的建議》的提案。

顯然，在爭取權利與
解放的每個步驟裡，
體制內的女性是必不
可少的力量。某種程
度上，女性參政已成為
國家政治文明的標誌之
一，當佔比達到一定數據
，社會管理才可能滲透進女
性特點，呈現平和、和諧的一
面。

當下中國，從男女同齡退休
、到預防制止家庭暴力， 「她」
群體希望表達的訴求很多，而女
代表、女委員意欲表達政見的願
望也十分強烈。中國的最高議政
平台，應該給予她們更多的舞台
和空間，讓她們有話就說、說了
不白說。而肩負重任的女代表、
女委員們，更應珍視手中的話語
權，大膽表達，言之有物，通過
有序政治參與，在中國的政治
舞台上，開創屬於中國女性的
一片天地。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八日電】政府報告提出要
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作為產業，
需要追求經濟收益的最大化；而文化作為精神產品，
所擔負的責任則要求其不能唯利是圖。針對文化是否
應該背對金錢，今天記者會上的委員們也展開了你來
我往的交鋒。

馮驥才在回答大公報提問時表示，中國很多地方
申請文化遺產命名多是利益驅動，這需要從價值觀上
反省。 「民族的價值觀一定不能有『錢』這個字，一個
只為錢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民族必須有精神。」

在他身旁的全國政協常委、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
王健林隨即在回答本報問題時反駁說， 「馮老師說的
中國的價值觀裡不能有 『錢』，我對此不敢苟同。我
認為中國現在不是錢太多，而是錢太少。如果說不能
有錢，我這樣的商人就沒法活了。我覺得不是不應該
有錢，而是有什麼樣的金錢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中國人應該更多地追求財富，人人都應該有錢，所以
有錢也是好事。」

之後，馮驥才又在答問中再次重申： 「藝術家要
面對藝術、面對生活，背對市場、背對錢。」他轉頭
對旁邊王健林說： 「這個錢的問題有時間我們再一起
討論，健林我也很佩服你，你是很有思想的企業家。
」他又強調說，中國現在是迅速富了，但是迅速富了
以後還要考慮兩個問題：怎麼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以及中國富要富到哪兒去。

他表示，改革開放之前國家說政治社會說得太多
，現在提經濟社會，讓整個社會的血液活躍起來，社
會充滿了活力。但經濟發展到今天，文明更重要了。
「我建議有關部門思考一下是不是應該提 『文明社會

』了，我覺得 『文明社會』包容得更大，既有物質文
明又有精神文明。我們要建成一個高素質、文明的社
會，全民擁有高素質的文化，在這種品質下我們才能
成為一個文化強國。」

【本報訊】據新華社消息，中國大文豪魯迅曾居
住過的北京西城區磚塔胡同 84 號院正面臨被拆，引
發社會熱議。

磚塔胡同是北京最早的胡同之一，被稱為「胡同之
根」，曾居住過不少名人。除魯迅外，新中國開國元勳
劉少奇和鴛鴦蝴蝶派作家張恨水也都曾是這裡的住戶
。據了解，1923 年夏到 1924 年 5 月，魯迅在此居住
期間，曾創作了《祝福》、《在酒樓上》等一系列作品。

84 號院即將被拆除的消息傳出後，引起各界關
注。不少網友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魯迅是中國一代
文人的代表，其舊居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價值，應該受
到保護。但也有部分網友支持拆遷，認為不必把所有

名人住過的地方都保留起來，這樣 「既不美觀，也影
響城市建設」。

恐魯迅在京活動點 「斷線」
據魯迅文學院研究員王彬介紹，魯迅在北京生活

期間，先後在四個地方居住過，目前其中三地都在保
護中。如果 84 號院被拆，意味着研究魯迅在北京活
動和創作的地點就此 「斷線」。

對此，北京市西城區政府回應稱，雖然魯迅曾在
84 號院暫時居住過，但其房屋早已改建，歷史文化
信息無存，沒有保護價值，目前該院落並不在各級文
物保護單位之列，也不是掛牌保護院落，依據規劃將
開闢為綠化用地。

按法例四合院本應保護
中國文物學會會員曾一智表示，84 號院的魯迅

舊居雖已被翻修，但地理位置沒變，蘊含一定的地理
信息，值得保護。

南京大學公共政策專家姚遠也認為， 「不屬於文
保單位」並不能成為不保護魯迅舊居的理由，相關部
門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來保護故居──文物部門可以將
其列為不可移動文物，城市規劃單位可以將其列為歷
史建築或掛牌院落。

著名文物專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
起草者謝辰生認為，根據《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
年-2020年）》《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
，磚塔胡同的四合院本身的建築是需要保護的，不管
其是否屬於魯迅故居。

▲

▲

馮驥才八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維修式拆遷」 這個詞彙讓他覺得
可怕，但願這種野蠻的詞彙再也不要在媒體中出現 中新社

魯迅京舊居瀕拆魯迅京舊居瀕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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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魯迅舊居外，康有為在京故居恐遭拆遷的
消息也引發眾多政協委員的關注。國家文物局局
長勵小捷7日澄清，康有為故居不存在要拆的情
況，將實施整體保護。圖為北京康有為故居一角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