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攥成拳头打击恐怖主义

法国作家雨果说：“只有在巴黎
才可以感受到欧洲心脏的跳动，它是
城中之城。”11月13日晚，遭受系列恐
怖袭击的巴黎不仅让欧洲感到了心
颤，也牵动了全球的神经。

恐怖袭击发生在体育场、音乐
厅和餐馆，享受和平生活的平民遭
到了丧心病狂的扫射，足见恐怖分
子是反文明反人类的。恐怖主义是
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只有站在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行反恐，世
界各国才能形成真正的合力。

今年以来，恐怖分子接连袭击
巴黎，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引
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其实，恐怖
活动在中东地区由来已久，在巴黎

遭遇恐怖袭击前一天，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刚发生了两起自杀式袭击，
导致数十人遇难。近两年，中东多
国政局动荡，数百万难民涌入欧
洲，恐怖分子混迹其中加剧了恐怖
主义外溢。法国因为地缘因素深受
其害，参与这次袭击的一名恐怖分
子就是持叙利亚护照进入法国的。

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已
经宣称，对发生在巴黎的袭击事件
负责。这个组织在中东地区迅速坐
大，究其原因错综复杂，但是不得
不承认，国际反恐没有形成有效的
合力是重要原因。面对恐怖主义威
胁，有各扫门前雪的，也有借反恐
夹带私利的，给恐怖组织的滋生壮
大提供了空间。恐怖主义反人类反
文明的本质决定了，它将威胁到所
有国家的人们，机枪扫射不问国籍
和信仰。继巴黎之后，伦敦成为恐
怖分子叫嚣的下一个目标，这种狂

妄让人不寒而栗。
自“9·11事件”以来，国际联手

打击恐怖主义已成共识，但是在行
动层面并不一致，其中很重要的原
因是一些国家没有超越政治分歧，仍
然以冷战思维处理国与国的矛盾，而
现实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各国联
系和交融的程度空前加深。包括法国
在内的很多国家与中东地区已经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对
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稍有迟疑，都可
能尝到养痈遗患的苦果。

不可否认，世界各国确实有不
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
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面对反文明
反人类的恐怖主义，所有国家的人
民都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以共
同利益压倒分歧对立。只有达成这
个共识，才能真正形成反恐的合
力。否则，只反思某个国家反恐政
策的得失或者从不同信仰之间的

文明冲突来解读恐怖主义，都将偏
离主题甚至加深分歧。

这些年，国际反恐面临“越反越
恐”的问题。因为，恐怖分子对付文明
社会的手段很简单，除了杀戮还是杀
戮，让人感到难以防范。正在创造和
享受现代文明的世界各国却不能因
为恐怖主义的出现，就倒退到高筑壁
垒的时代，只有抛弃偏见，超越分歧，
用更紧密的合作反对恐怖主义，才能
标本兼治、杜绝后患。

回顾历史，反人类反文明的势
力曾经制造过比恐怖主义更严重
的灾难，但最终还是正义获胜。现在，
恐怖主义越发猖獗，只会激发国际社
会以更快的速度形成合力，加速他们
狂欢之后的灭亡。14年前的“9·11事
件”被很多人视为历史的转折点，恐
怖主义成为人类公敌，现在的巴黎也
应该成为国际反恐的新起点，一步
步把恐怖主义扫进历史坟墓。

世界各国确实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面对反文明反

人类的恐怖主义，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以共同利益压倒分歧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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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学

11月15日7时，位于西安市高新
区118米高的金花办公大楼（以下简
称“金花大楼”）被“成功”爆破拆除。我
们在对西安鹏程爆破有限公司高超
的爆破技术和当地有关部门的精心
组织点赞的同时，不能不为这座年仅
十多岁高楼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建成年头
不多的高楼大厦，像金花大楼一样，
被“成功”爆破拆除的比比皆是。按
照建筑设计方面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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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0

年。投入巨资的高楼大厦建了十多
年就炸掉重建，尽管展示了爆破“绝
活儿”，但却暴露了许多无法掩饰的

“失败”：城市规划建设有问题。
一些地方在制订建设规划时，

只重眼前，不顾长远，因此出现了说
建就建、说拆就拆的乱象，造成了巨
大的资源浪费。炸掉，意味着几个
亿、十几亿的资金瞬间打了水漂，不
仅实施爆破时产生的烟尘污染周边
环境和空气质量，还会产生大量建
筑垃圾。以金花大楼为例，爆破后产
生的2 . 4万方垃圾花费70天才能清
理完毕。

一些地方为什么会陷入拆了
建、建了拆的怪圈？除了建设规划缺
乏科学的研究论证外，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与地方领导追求政绩有关。
一些领导为了在任内能完成几个像
样的工程，追求立竿见影的效应，靠

“拍脑门”决策，给城市建设留下了
遗患，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扩张的需
要不得不拆除，以至陷入了一轮又
一轮的大拆大建怪圈之中。

此外，政府卖地创收也是一个
重要原因。以杭州西湖浙大湖滨校
区教学主楼被炸掉为例，官方宣布
的理由是“维护西湖景区整体美
观”，但事后才知道，早在2005年，香
港嘉里集团旗下的“嘉里建设”就以
24 .6亿元人民币拍得这一具有“地王”
之称的地块，并将在此建设一个建筑
群。金花大楼之所以被炸掉，也是因
为引进了外资企业，计划在此地建造
38万平方米，一期投资38亿元的综合
体项目———“环球西安中心”。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必须合
理利用资源、减少浪费，走可持续发
展之路。因此，各级政府必须以法律
法规保证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前瞻
性和权威性，建立“政府主导、专家
论证、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机制，
并强化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才能从
根本上遏止高楼大厦“英年早逝”现
象的蔓延。

□王艳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
规划的建议，提到了一个词叫“新
型职业农民”，虽然不是新创立的
词，但也能从中看出农民、农业未
来发展的方向。笔者所在的学校
里不乏涉农类专业，比如中草药
种植，培养对象也是面向农民。或
许在某些层面上，通过教育机构
的专业技术指导，加上地方政府
尤其是镇一级基层政府的统筹安
排和政策扶持，再加上企业化或
合作社经营模式的引入，处于核
心中的农民也就成了有技能、专
业从事种植工作的职业农民。

事实上，作为经济作物，中草药
的种植就反映了农民在单独面临农
业生产时的困境。一段时间以来，由
于药农缺乏科学的种植知识和技
能，市场信息缺乏或滞后，部分中药
材已出现严重的品种退化、农药残
留超标等问题，农民往往会面临收
入锐减或是入不敷出的困境。究其
根本，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导致
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很低，因
此，药农也像其他农民一样，常常需
要进城打工贴补家用，处于半工半
农的状态。如果从职业的角度来看，
这些人已经不是职业农民了。

于是，药农所面临的问题，和
姜农、蒜农等有相似之处，除了种
植农作物之外，他们还需要考虑

市场风险等诸多因素，也就是说
有后顾之忧。在笔者看来，如果想让
农民成为职业农民，最关键的要保
证一点，那就是能让专心从事农业
生产的劳动者，获得相对稳定且可
以预见的收益。有了物质上的保证，
农民才能脱离半工半农的状态。这
样一来，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也会
有保障，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和以农
产品为原料的其他产业带来稳定。
就像中药的产业化，是需要中草
药稳定供给的。

所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
是各方能否形成合力，给农民创
造良好的从业环境，帮他们解除后
顾之忧。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资金、
政策的支持缺一不可，这就涉及掌
握技术的科研机构、掌握资金的企
业或融资平台以及地方政府的通力
合作。笔者所在的学校，就长期为济
南市长清区马山镇提供中草药种植
技术指导，这里的中医药文化产业
园，就是当地政府主导建设的，由多
家中药研究机构负责整体规划，并
引入了健康产业方面的企业投资承
建。通过土地流转、农民务工、收益
分成的方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民种
植中药材18000亩，形成了产业链，药
农亩产收入也普遍提高三至五倍。
其实这就是农业规模化的功效，农
民就像生产车间里的工人一样，只
要负责种植出高品质的作物，就能
保持相对稳定的收益。

当然，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眼下
能够形成这种模式的地区，大多在
引入规模化之前就已经在农业生产

上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比如马山镇
就是传统的中草药产地。那么，这种

“统一种植，统一服务，统一标准，统
一收购，统一销售”的规模化生产，
能否扩大到其他地方，或者说是其
他地方是否有某种因素，能否吸引
技术、资金和政策形成合力，都给培
养新型职业农民带来了不可控因
素。即便有这样一个特色产品或特
色产业，一体化产业链的形成，恐怕
也会在土地流转等诸多方面遭遇阻
力。不然的话，人们也就不会总在网
上看到各种求助信息：某地特色产
品丰收，却烂在地里卖不出去。

归根到底，无论采取哪种方
式，无论几方力量参与其中，最关
键的仍然是让农民真正从中获
利，也只有那些让农民得到好处
的模式，才能推广开来。很多时
候，农民对规模化经营的抵触，正
是因为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就像
笔者所在的学校最开始给药农提
供免费技术指导时，就有人问“你
们到底图什么”。的确，学校培训农
民，背后是学术项目任务以及相应
的科研资金，企业的资金投入，也不
可能是单纯做慈善。从中也能看出，
参与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多方力
量，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那么就需
要一种力量，找到各方利益的共同
点。在这里，科研资金的提供，营
商政策的支持，发挥的就是政府
的作用了，要补齐农民、农业、农
村这块短板，最终考验的仍是政
府对农民利益的态度。（作者为山
东医药技师学院教师）

务农收益高，何愁农民不“职业”

葛公民论坛

大家谈
让高楼大厦

少些“英年早逝”

将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
新版《武汉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
和保护条例》，将原版本中“不顾
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表述剔
除。（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鼓励“见义智为”

提升生命价值

□王石川

无论什么时代，见义勇为都
是美德，特别是危难关头的及时
伸手，往往冒着付出生命代价的
风险。如今，武汉实施的条例提倡
见义智为，这不是对见义勇为的否
决，更不是反对人们助人为乐，而是
希望人们在见义勇为的同时更加注
意自我保护，即由见义勇为升格为
见义智为——— 付出最小的代价，
获得最大的效果。

众所周知，早在2003年初，北
京市新颁布的中小学生日常行为
规范，就将“见义勇为”改为“发现

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报告，遇有侵
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学会自护
自救”。此后，教育部制定的《中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中，也删除了鼓
励学生见义勇为的条款。

如果说学生缺乏自我保护能
力，不鼓励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挺
身而出，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爱
护，那么如今武汉的条例也不鼓
励成年人“不顾个人安危”，则体
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只要智不要勇

恐怕难有作为

□纪卓瑶

的确，我们应当敬畏和尊重
生命，鼓励和倡导科学的“见义智
为”，但见义勇为原本就属于一种
高风险行为。在许多时候，要求见
义勇为者“顾个人安危”是很难做
到的。事实上，与穷凶极恶的犯罪
分子和瞬息万变的灾情险情较

量，就意味着一场生死搏斗。在国
家、集体利益和他人安全与个人
安危选择面前，见义勇为者将个
人安危置之度外，正是其身上最
宝贵、最闪光的地方。

其实，条例的真实意图是呼
唤有勇，更赞赏有谋。见义智为应
该是建立在见义勇为的基础之上
的，强调的是既要有勇，又要有
智。如果没有勇，做任何事都患得
患失、畏首畏尾，就难以有为；或
者思前想后，等考虑出好的解决
办法，也错过了最佳的处置时机。

要防止把见义智为演变成见
义不为。比如遇到自然灾害、杀人
放火、暴恐袭击、有人落水等情
况，只要出手，就肯定有危险存
在。如果因为有危险存在都不出
手，这就成了见义不为。这时，见
义智为就可能变成一些行为的借
口。所以，对于见义智为还必须给
予科学的解读，否则容易产生歧
义。何况，我们社会目前缺的不是
智，而是勇。倡导见义智为，千万
不能忘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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