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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芜湖市一餐馆发生爆炸，17人
遇难含14名学生
　10月10日，安徽省芜湖市一家名
为“砂锅大王”的小吃店摆放在门口
的瓶装液化石油气发生爆燃。根据调
查，该餐馆涉及无照经营。事故造成
17名遇难者，其中14名为学生。

中国完成有史以来最大军火出口交易 
10月13日消息，中巴签署的这份

军售协定总价值高达40至50亿美元，
潜艇建造将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同时进
行，其中4艘将在卡拉奇建造。巴国
防生产部长侯赛因表示，除此之外，
中国还将向巴基斯坦转让潜艇建造技
术。虽然巴方并未说明潜艇建造的具
体时间，但侯赛因表示，建造计划将
会马上开始。为此，巴基斯坦军方还
将在卡拉奇建造一个潜艇训练中心。
专家表示，中国一直都在向巴基斯坦
进行军事核心技术转让，这次潜艇军
售也不例外。

北京警方斩断日本走私入华象牙链
条：涉象牙近1吨熊掌35只

北京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10月
12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公
安根据群众举报，历时三个月，破获
全国森林公安系统侦破的涉案数额最
大、价值最高的一起非法贩卖象牙制
品案件。 

北京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斩断了
一条从日本走私途经香港，然后经深
圳、威海进入内地的非法象牙制品走私
贩卖链条。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TRAFFIC）评论说，这些查获的野生
物制品来源于日本是一个值得分析的视
角，鉴于日本对拥有上世纪80年代以前
的象牙、犀牛角等野生物制品热衷程度
的暴跌，人们急于出售此类传家宝和其
他商品，特别是管理和执法相对薄弱的
网络市场。

广东边防抓获26名越南籍偷渡人员
记者10月11日从武警广东边防六支

队获悉，该支队近日侦破一起特大外国
人偷渡案，现场截获26名涉嫌偷越国(
边)境的越南籍人员。其中，90后偷渡者
占54％，年龄最小的仅14岁。

载近200枚弹药战机深夜坠毁 飞行员避
居民区跳伞

日前，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李通
驾机夜间飞行训练中，发动机突然停
车，危急时刻，他果断处置，成功避免
了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

李通驾驶的是一型单发战机，唯一
的发动机停车，几次重启失败，战机
高度已经猛然下降至1500米，此时飞机
上至少载有2吨半航油、近200枚航空弹
药。 面对急速下降的战机，塔台指挥员
再次下达应急指令。 然而地面接连出现

的两个灯光区，让李通放弃了最佳的跳
伞时机。

在最后时刻超低空跳伞的李通，颈
椎和腰椎受伤。198秒，从高度3500米
滑落到351米弃机跳伞，从决心驾机返
回机场到改变航向滑向无人区，李通做
出5次重大抉择，近百个操作动作，用
军人过硬的素质和坚定信念，避免了群
众人员财产损失。

中国发现全球最早人类化石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官网消息，10月15日，《自然》
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刘武、吴秀杰等在湖南省道县
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
齿化石的研究论文，表明8万至12万年
前，现代人在该地区已经出现，是目前
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
对于深入探讨现代人在东亚大陆的出现
和扩散具有非常的重要意义。

官方:青岛”天价蟹”售价合理 系阿拉
斯加帝王蟹

日前，青岛一餐馆被曝出售“天价
蟹”，网友称其在旅游期间食用一只帝
王蟹，花费2786元。10月10日上午，青
岛市市北区特色街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回应称，经调查，店家出售的是阿拉
斯加帝王蟹，价格在合理区间内，并未
发现餐馆有强买强卖行为。

香港定慧寺女住持被捕现场曝
光 卧室藏假发

香港入境处人员14日掩至
定慧寺调查近4小时，拘捕三
女一男。据悉该寺女住持释
智定及和尚如智，两人涉嫌在
法定声明中作虚假申述，他俩
的“夫妻关系”将是入境处调
查重点。另两名被捕者为该寺
另一名尼姑及一名印佣，印佣
涉因违反逗留条件，在非指明
住所工作被捕。据悉，尼姑正
是印佣登记雇主，涉嫌协助及
教唆违反逗留条件。四人随后
被带往九龙湾的入境处调查
科。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知 中 国

操碎了心 
习近平旧文新刊别有深意

去年曾引发全国现象级讨论的文艺
工作座谈会在一年后的2015年10月14日
再度占领各大媒体的头条，这一次是公
开了习近平在座谈会上长达1.4万多字的
发言稿，随后各类解读即刻纷纷而动，
相映成趣的，是近日中国国家广电总局
正式批准拍摄一部电视长片叫做《梁家
河》，其中的主角张广平，被外界分析
为其原型正是曾梁家河插队的习近平。

2014年的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曾经
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当时所瞩目的，
除去座谈内容，一是网络作家周小平和
花千芳名列坐席，此二者均为网络上俗
称“五毛”中的突出人物，尤其是花千
芳，以低起点攀上高平台，其人其文均
从网络红回了现实世界；另一点是备受
攻讦的赵本山缺席该次座谈会，会后随
即风闻四起，上至当地官场下到民间百
姓，要么以之为祸唯恐避之不及，要么
添油加醋以为茶余饭后，赵本山一度看
来几如岌岌可危。

而在这些八卦流言的纷扰下，座谈
会本欲传递的信息似乎被消解、被掩盖
了，中共官媒一年后公开习近平当时的
讲话全文，实际上要的是重申中共于文
艺现状的思考和对文艺建设的态度。

在该讲话中，习近平着重批评了当
今中国文艺界的若干乱象和异象，有媒
体归纳为八条怪现状。一是有数量缺质
量：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二是低
俗泛滥：把作品当“摇钱树”、当“摇
头丸”；三是浮躁之风：不能及时兑换
成人民币不值得；四是作风轻浮：走马
观花、蜻蜓点水下基层；五是价值观缺
失：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六是崇洋
媚外：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
求；七是钻进钱眼：成为市场的奴隶，
沾满了铜臭气；八是吹捧奉承：红包厚
度等于评论高度。

凡此八类，某种程度上确实切中了
中国文艺现状的尾巴。从政治到经济，
再到外交，再到文艺，由“务实”到“务
虚”，基本框架修理好了，气质和精神
也不能丢下，习近平为中国的文艺“操

山东男子买十万元牛肉干送检 
测出没有牛肉成分

很多家长平时都会买牛肉干给孩子吃，因为牛肉比较有
营养！不过，一般人逛超市买牛肉干也就是买上个三五包，
当做零食，可济宁的王大哥却做了一件让大家都目瞪口呆的
举动，他一口气买了十万块钱的牛肉干。 

因为在邹城百货大楼发现天和隆牌的牛肉干价格明显低
于市场价，济宁的王大哥一口气买了十万块钱的牛肉干，找
相关机构检测发现牛肉干没有牛肉成分，天和隆公司的销售
人员称，牛肉干的生产厂家在广西，但当地食药局工作人员
调查发现，销售人员口中的食品厂已经荒废。

                                                        （来源: 齐鲁网）

中国何时能把人当人？
昆明航空多名空姐被恶搞塞进行李架

据大洋网报道，一直以来昆明航空都有多名空姐举报，
女乘务员刚刚开飞航班，要被安全员塞进行李架，这种行
为不安全及不严肃存在安全隐患，乘务员极不情愿但又碍于
组员压力不得不上行李架。昆明航空保卫部存在这种歪风邪
气。她们也和公司安监部反映过，但公司回应说是公司一个
类似游戏的惯例，领导评估过决定不调查。

所谓的惯例，就是昆明航空公司那几个安全员，屡次强
行将空姐塞进行李架，这“惯例”差不多有了四五年了。每
一批无一幸免，偶尔有几个内向不爱说话的会幸免，不过容
易被打上“不会协作，拽逼”标签。

很多昆明航空（女）乘务员的对这个行为很无奈，想投
诉但有迫于压力，例如不合群等等，但是前不久，听说一位
空姐还是来例假，身体很不舒服，结果几个安全员非要把她
抬上去。

而且这都不是个案，几乎每一个新乘务员带飞完30~50小
时，几乎都会遭遇这种恶劣行为。

昆明航空男乘属于保卫部，只有女乘属于客舱部。
该事件被美国媒体转载报道，成为他们认为“中国没有

人权”的佐证。
                   （文章来源：大洋网；图片来源: 民航小报）

女 子 扶 摔 倒 老 太 反 被 诬
视 频 监 控 还 好 人 清 白

据南宁市《南国早报》报道，9月16日，来宾市街
头，25岁女孩盘晓莹看到一名老人突然倒下受伤，就送其
到医院救治，结果被老人和家属坚持说是她绊倒了老人。
后来，盘的同事找到监控视频，还原了事发现场。警方观
看视频后，确认老人摔倒与盘晓莹无关。

                                    （图文来源：《南国早报》）

碎了心”有其现实的原因和需求，纵观
世界发展史，文化永远是一个国家存续
与否最可依赖的保证和指标。

而之于中共而言，参与文艺建设，
强调自身在文艺建设中的功能作用，特
别是保持对于文艺总体方向和状态的某
种“可控性”，则尤其值得放上案头仔
细考虑琢磨。

在目前的环境下，中国文艺特别是
中共理想中的文艺面临内外夹击的窘
况。

首先是传统文化建设的长期缺位和
不足。从文革往后，能够培养国人本土
感情与民族意识的文艺作品不论是质还
是量，均长期徘徊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
和水平。在一段时间内，传统文化被
全国上下弃之如敝履，往后虽然稍有起
色，但又沦为学生课本中的平面文章和
应试教育的陪衬品，未能把中华文化这
杆大旗竖在年轻人的心中，是中国文艺
衰退最为根本的原因。

把美国和日本拿来作为对比，或许
能更直观的看到不同。美国因其以移民
国家的特性，本身没有自己一脉相承而
来的文化，基本上因袭和继承了欧洲文
明，但移民国家的最大优点是包容性和
融汇能力极好，各种属性和流派的文化
在大的族群融合中逐渐衍生出特点鲜明
的美国性，而这种演变而来的文化本身
就有着极高的适应能力和普适性，“放
之四海而皆准”。

至于日本，在保护传统等方面则更
可为中国之范例。以日本二战战败为分
界点，虽然至今不能摆脱美国的指掌，
但在昭和与平成两个时期，日本仍然成
功地保留了自身文化的特质并将其发扬
推广。受美国流行音乐影响成长起来的
日本流行音乐至今已经成为世界流行乐
的重地，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乃至于
韩国和全亚洲，其流行乐无不以日本最
为母本和范例。而在推动前沿的同时，
日本的传统文化亦保护完善，时至今
日，歌舞伎、能剧、落语、相扑等均发

展良好。
而另一方面，互联网的迅速崛起创

造了一片相当时期的文化飞地。若是中
国文艺界能早些注意并且重视到这一领
域，或许今日又是另一番风光。“喜新
厌旧”总是人之常性，且纯文学或纯文
艺本来就不是一个大众化的概念，受众
群体相对狭窄本属正常，各国皆然。但
中国的问题在于，“劣币文艺”不仅渐
趋繁盛，而且已经挤压和消减了“良币
文艺”发展空间的生命土壤。

当人们沉溺于足以满足片刻愉悦的
碎片时，谁又会去在意“大部头”呢？
当“噗嗤一乐”成为欢乐的绝对统治
主体，谁又会再去潜心创作深刻的幽默
呢？当简单的情绪堆砌和明星效应变成
娱乐风向，又有几人能挡住金钱的诱
惑，回到影像最纯粹的本质中呢？

这是中国之殇，也是中国人之殇，
更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之殇。历来固然有
不少人目睹惨烈现状啼血而呼，但一己
之力何以成事呢，恐怕复又陷入小圈子
高冷的自娱自乐中。

且不说成果能达几何，中共对于文
艺发出这样的声音足见当前喜忧参半的
尴尬境地。一边是不断座谈，万字长文
的鼓与呼，媒体竞相捧场，从业者齐感
振奋，许多嗅觉灵敏者亦应声而动；一
边则是“劣币文艺”照旧欣欣向荣，二
十多年打造的受众群足以把这颗泥丸推
起来，已经不是一代两代人可以终结的
难题。

文艺或者说是文化，是一种现象，
但更是一个实打实的工程，从地基到塔
尖，一环也缺不得少不得。救治中国文
艺还需每一个从业者都往里下功夫，也
需每一个受众都为之做出贡献，而这就
不是开会能解决的问题了。中共于此时
提出思考，虽未见得能立竿见影，但亡
羊补牢总是聊胜于无，至于莫要矫枉过
正，如何具体实行等处，只能留待徐徐
后观。

（作者：呼延朔；转载自多维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