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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明养狗的启示
本报记者蓝建中

近日，朋友圈里《遛狗要拴绳，异烟肼倒逼
中国养狗文明进步》一文刷屏，也让“异烟肼”这
个词为公众所知。该文介绍说，药物异烟肼对人
体无害，但对犬类有非常强的毒杀作用。此文一
出，拥护者有之，激烈反对者有之，正反两方对
立激烈。从拥护者的发言来看，几乎都是对目前
国内养狗文明缺失的强烈不满。可以说，人与狗
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因养
狗形成的矛盾。

因为工作缘故，本人在日本生活了将近 10
年。在东京街头散步，从不会因旁边窜出一条未
拴绳的狗而心有余悸。小区里，也不会看到不拴
绳的大狗到处游逛，更未看过公园或校园内有
流浪狗定居。在东京的路面上也看不到狗粪。这
得益于日本社会已形成很好的养狗文明，完善
的法律法规对养狗进行严格管理，狗的主人也
自觉守规矩。比如，根据东京都动物爱护和管理
条例，遛狗不拴绳，将被处以 1 至 30 天拘留，罚
款 1000 至 1 万日元。

在日本，“养狗不扰民”已经是人们达成的
基本共识。在街头遛狗的人，都会随身带着给狗
用的卫生纸，还会带一瓶水。如果狗在外边大
便，狗的主人定会用纸擦干净，装到塑料袋里；
如果狗在路边撒尿，狗的主人就会用水冲洗一

下。东京街头的动物医院比较多，狗和猫经常会
去理发、洗澡、剪指甲，所以在日本街头很难看
到脏兮兮的狗。

据介绍，对于吠叫声比较大的狗种如猎狗，饲
养者会选择给狗的喉管做一个手术，让它不会发
出很大的叫声。而如果自家的狗朝他人吠叫，狗的
主人也会不停地道歉。不少养狗的家庭还常在门
口贴上有带“猛犬”二字的标志。

在日华人鲁蓬人介绍说，在日本绝对不能随
意购买和抛弃狗，有的居民区就不准养狗。当然，
日本也存在宠物狗丢失、遗弃等情况，不过一般
养宠物狗的人还是按规矩办事的。狗误伤市民，
一切后果由狗主人承担法律责任，要承担医疗、
治疗、看护、包赔一切损失，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日本各地方政府也都制定了饲养动物的管
理条例。例如茨城县的条例规定，狗的主人带狗
出行，必须采取避免危及人畜的方法。对于特定
大型犬，必须要在住宅入口等容易看到的位置
按照规定张贴饲养特定犬的标识。如果狗危害
他人，可以扑杀、没收狗，或要求佩戴口套等防
止危害的措施。

被狗咬伤，比起伤身毁容，狂犬病更为令人
谈犬色变。由于狂犬病无药可治，因此日本极为
重视防治。在日本 1950 年出台《狂犬病预防法》
之前，每年有很多狗患狂犬病死亡。1950 年该
法推出后，对狗严格进行登记、预防注射、捕捉

流浪狗等制度，短短 7 年时间，就消灭了狂犬
病。日本 60 年来没有出现狂犬病，可以说狂犬
病在日本已经绝迹，人们即使被狗咬，也不用心
急火燎去注射狂犬病疫苗了。

可以看出，对狗进行登记和进行预防注射对
预防狂犬病发挥了重要作用。狗主人每年都要根
据厚生劳动省的规定，给狗注射狂犬病疫苗。市
町村长向狗主人发放已注射疫苗的“证明票”，这
个“证明票”是一个金属的小牌子，上面会标明注
射时间等。如果狂犬病预防员发现有的狗没戴犬
牌或是狂犬病疫苗证明牌，可以通过都道府县知
事指定的捕狗人将狗扣押。即使狗跑到家里，根
据必要也可以入室抓捕。狗主人无正当理由不得
阻挠。发现患有狂犬病或疑似患狂犬病的狗以及
被上述狗咬过的狗，要立即隔离，在存在危及人
生命的危险时，在不得已的情况可以扑杀。都道
府县知事认定发生了狂犬病，可以立即发布公
告，规定一定区域和期间，要求给区域内所有的
狗戴上口套，或者将这些狗扣押。

根据狂犬病预防法规定，日本全国实行统
一样式的犬牌和注射牌，从 2007 年开始，满足
一定条件后，各市町村可以自己制定本地的款
式。例如大分市每年的“证明票”都是不同颜色
的，便于识别。如果狗主人不遵守狂犬病预防
法，甚至可能被判处 6 个月以下徒刑或者 30 万
日元以下罚款。

近日，“四川安岳石刻遭野蛮彩绘”的消息
闹得沸沸扬扬，有人在微博上发布的安岳石刻
今昔对比图片显示，一些石刻佛像被油漆重新
上妆，古佛失去的意境、线条令人扼腕叹息。当
地文物保护部门随后回应称，这是 1995 年 6月
当地群众聘请工匠对龛内造像进行重绘的结
果。当时被安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阻止，除主尊
造像重绘外，其余造像仍保持原貌。

事虽不是新近发生，但让公众视线再次聚
焦到文物保护上。从历年新闻中可知，安岳石刻
的保护隐患重重：20世纪 90 年代，文物屡次被
盗；近年也发生过安岳木鱼山摩崖造像佛头被
盗；安岳县文物局守护人员年龄结构相对老化，
专业人员匮乏；石刻技艺后继乏人，当地职业技
术学校曾开设石刻专业，因无人报名，不得不取
消这一专业……

安岳石刻的现状，并非个案。长城砌为水泥
路、古城改建仿古街等种种匪夷所思之举，片面
追求“修旧如新”，是我国文物保护过程中值得
警惕的现象。

古物延绵，留给今人最大的遗产，就在于洞
穿岁月，能让今人和古人对话，其价值如生命一

样，不能用金钱、得失来衡量，一旦失去，永无复
还。可惜“修旧如新”仍屡屡出现，试揣摩其原因
大概有三：

一、习俗使然。为佛上妆，是民间喜好“重塑
金身”“披红挂彩”习俗的遗留。这具有很强的民
间传承性。各地佛教造像的诞生，正是此类习俗
的产物。直到今天，仍有河北“奶奶庙”这样的新
造像现象出现。从握着方向盘的“车神”，可以看
到民间造像的积极。但随着雕塑走向正规艺术
殿堂，民间造像的水准直线下滑。

二、利益使然。古城改造为仿古街是典型例
子。旧城一般是民居，而仿古街则在功能上可改
造为旅游商业街区，能带来经济效益，进而为地
方带来政绩。在拆和建的过程中，因为业态的变
化，对空间的需求，古建筑很难留住原始风貌。

三、保护界限模糊。记者曾听到一些文物部

门的朋友说，高等级文物保护压力大，资金又有
限，所以有些文物就干脆不去申报高等级。这类
现象的存在，就让许多野外文物等级模糊，认识
程度、宣传力度、保护力度也参差不齐。

专业的文物修复，有着非常精细的工序和
工艺，如乐山大佛累次修复，其所用颜料，需用
朱砂等传统颜料调配，耗时数月，耗资巨大，需
周密计划，所费心力更是无数。但往往资金、项
目和专业人员，优先支持国内知名景点知名文
物的保护，而不知名、等级模糊的野外文物，则
难以获取保护资源。

无论等级如何，每一件文物都是不可复制
的人类共同遗产。要为历史砌起记忆的丰碑，就
必须为所有文物撑起保护的空间。文保工作不
仅仅是文物部门的事，各地政府也应当勇挑文
物保护的重担，从宣传、执法、科技等多维度形

成合力。
具体到安岳石刻，希望当地有关方面以更加

负责的态度，来应对文物保护的舆情。不能仅停
留在文物保护部门的情况说明上。比如造像的风
险发生了几处，有没有外延，还有没有隐患，未来
能不能杜绝？都需要花大力气调查，详细分析。

从网络曝光的情况来看，一些新塑的“低颜
值”塑像就塑在文物边上；一些重新彩绘之后的
佛像近前香火鼎盛，烟火与造像近在咫尺；据称
华严洞里的造像颜料脱落，是人为加了水泥顶
部缘故……博物馆里为了保护文物，连照相都
不允许开闪光灯。上述情况是否需要整改，责任
人是否追究，颜料脱落是否与水泥相关，都需要
进行专门论证，需要进一步把工作做实做细。

文物保护话题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当然
是一件好事。文物保护的困难和瓶颈，理应摆上
台面严肃讨论。有一种心态特别值得警惕，不以
保存现状为是，不以改变现状为非，对破坏行为
看不到破坏后果，还理直气壮、我行我素。只要
“面子”，嫌弃土里土气不够气派，非要穿新衣戴
新帽；不要“里子”，忽视了对文物内涵的传承，
仅存其表，尽失其神。

文保不能只要面子不要里子

安岳石刻的现状，并非个案。长城砌为水泥路、古城改建仿古街等种
种匪夷所思之举，片面追求“修旧如新”，是我国文物保护过程中值得警惕
的现象

本报记者谢佼

少少儿儿编编程程被被热热捧捧

勿勿重重蹈蹈““奥奥数数””覆覆辙辙

张张淳淳艺艺

少儿编程似乎轻易地超过了马术、高尔夫、击
剑、冰球等“高雅贵族运动”，站在了课外活动鄙视
链的顶端。这个被称为“基础教育最后金矿”的赛道
从去年开始受到热捧，目前此行业创业公司总数已
超过 200家。但是，有专家认为，目前少儿编程教育
行业存在门槛低、师资不足、教材稀缺等诸多问题。

少儿编程作为尚未开发的蓝海，吸引了民间资
本纷至沓来。由于行业缺乏标准，市场门槛很低，

导致鱼龙混杂，参差不齐。有业内人士坦言，最简
便的小作坊，只需要到网上买一套课程解码，找几
个老师租一套房子，摆几个机器人，就可以营业。
一些机构利用家长的“起跑线焦虑”，大肆宣扬学习
编程越早越好，并列举“乔布斯 11 岁开始编程、比
尔·盖茨 13 岁开始编程”的例子。有的则在广告中
用“特招”“加分”等字眼吸引家长，强调“小升初、初
升高都可以加分，不用参加高考也能上清华北大”
云云。

对于许多家长来说，编程教育是完全陌生的概
念，并不了解少儿编程的教育方式以及实际效果，
往往会被培训机构高大上的广告宣传牵着鼻子走。
事实上，孩子要想真正掌握编程语言，必须具备一
定的数学基础和逻辑理解能力，通常 8 岁左右是比
较合适的起点年龄。一些机构所谓“3 岁孩子可以
学编程”的说法纯属忽悠。同时，并不是所有孩子都
适合学编程，还要根据孩子的兴趣、精力而定。现在
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本来就重，课余时间还要参加
各种培训班、补习班，一味强制孩子去学习编程，恐
怕不能达到教育目的，还会导致孩子产生抵触厌学
情绪。

少儿编程培训属于新兴市场，有关部门应加强
监管和引导，避免再走“先乱后治”的老路。一方面，
强化执法监督，对于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依
法查处。《广告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教育、培训
广告不得含有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
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明示或
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所谓“学编程可以上名校”的
宣传，已经涉嫌违法。同时，加快教学探索，组织有
条件的学校和科研机构共同研究编程课程，制定教
学模式，探索推动编程进入中小学课堂，从而对课
外培训行业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此外，广大家长也要理性看待少儿编程，不盲
目跟风，别让全民学编程成为下一个“奥数”。乔布
斯发明苹果手机、比尔·盖茨创立微软公司，他们的
成功源于多种因素，与少年时期学习编程并没有必
然的联系。正如一位网友所言：“盲目地让孩子学编
程只是让大多数孩子陪跑，少部分人登顶。”培训费
打了水漂倒是小事，让孩子陷入学习焦虑，错过了
培养真正兴趣和能力的机会，更加得不偿失。

新华社记者姜琳

商务部 16 日公布的情
况显示，7 月我国实际使用
外资 504 . 2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14 . 9%；7月当月全
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648家，同比增长 113 . 1%。
不难看出，大门越开越大的
中国，对外资有越来越大的
吸引力，也在向世界分享更
多开放红利。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早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势。无
论哪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
身、包打天下。西方谚语里
“一棵树挡不住寒风”，或是
中国人常说的“大河有水小
河满，小河有水大河宽”，都
形象地比喻了互利融通、合
作共赢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拥
抱世界的中国经济不断成长
壮大，反过来给许多国家和
企业带来丰厚收益。就拿美
国来说，2010 年至 2015 年，
美资企业全球海外分支机构
销售总额增长的 1/3 来自中
国市场。2016 年至 2017 年，
美企在华销售增速继续跑赢
其全球平均水平。

国际机构普遍预测，拥
有近 14 亿人口的中国内需
潜力巨大，将很快成为全球
最大消费市场。未来 15 年，
中国预计将进口 24 万亿美
元商品、吸收 2 万亿美元境
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
将达到 2 万亿美元。任何一
个有眼光的企业和国家，都

不会错过其中蕴藏的重大商机。
正如中国美国商会《2018 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

告》显示，约 60% 的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三大
投资目的地之一，74% 的会员企业计划于 2018 年
扩大在华投资，这一比例为近年来最高。这说明企业
看好中国，世界看多中国。

更何况，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经济对世界
的吸引力还在持续增加。今年以来，中国宣布了一系
列扩大开放的举措，主动扩大进口、大幅降低汽车及
零部件和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对抗癌药等药品实
行零关税等。这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采取的积
极措施，也将在贸易、资本、产业等各维度给世界带
来更多资源、更多机遇。

已进入深度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发展离不
开世界，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与中国市场共赢方为
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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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北京租赁市场进入旺季，房租大幅上
涨让政府、市场、租客都措手不及。据贝壳研究
院数据，2018 年 7月北京市场成交节奏持续加
快，单平方米月租金为 9 1 . 5 元，环比上涨
2 . 2%。据中国房地产协会官方网站数据，同比
来看，北京平均租金同比上涨 21 . 89%。

北京房租为何上涨？从表面来看，每年三季
度，毕业季、求职季、开学季叠加，租房需求大增，
房租往往会上涨。但背后的原因并不简单。

从供给来看，国家加强对楼市的调控力度
使得房价阶段性见顶，房企利润不断缩水，在租
售并举政策的推动下，房企纷纷转战租赁市场。
同时从数据上来看，截至今年 6月，北京二手房
市场转冷，业主惜售也会向租赁市场释放大量
房源，从总体来看，租赁市场的供给是增加的。

但从需求来看，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2017
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 2170 .7万，比上年末减
少 2 .2万，下降 0 .1%，这也就意味着北京市的人
口流入净值为负，需求处于下降的通道。季节性

因素每年都有，为何今年房租上涨特别快呢？恐
怕并不完全是需求方面的原因。

根据价格机制，供给增加需求减少，房租理应
下降，但北京市房租却持续不断上涨，可见北京市
房租上涨背后可能不是简简单单市场供求所致。
客观地说，从租金回报率等角度来看，房租确实还
有不小的上涨空间，但近期房租大幅度上涨，脱不
开“炒”的成分，租赁市场资本的介入从一定程度
上加快了房租上涨的速度。

事实上，不仅仅是北京，上海、深圳、天津、
武汉等城市房租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涨。其背后
存在的一致性是，在租售并举、房价上涨到一定
阶段时，同时目前房地产市场进入增库存的时
段，存在一定的空档期，随着租赁市场资本的大

量流入，共同促进上涨的预期。
一方面，在过渡期内存在着新建开发投资追

不上市场需求，不足以补缺口的空档期。在空档
期，市场供给主体会加深对现有房地产存量的运
营，比如进行精装修以提高房价获得更高的利
润。同时，受到严格的限购限贷等房地产调控的
影响，相当部分人群进入租房市场。

另一方面，在政策的驱动下，租赁市场预期
利润率提高会有大量的资本进入，在巨大的房
源竞争压力下，他们会不顾成本激进地拓展房
源、抢占市场，以获得垄断地位和定价权，这必
然会推升市场的价格。此前有报道称，北京两家
房屋中介公司为争抢一套房源，将原本预期为
7500 元/月的房子，硬生生炒到了 10800 元/

月。
诸多因素综合发酵，改变了市场对房租的

预期。眼下，房屋租赁市场的资本大规模流入才
刚刚开始，为了争夺市场上的房源，租赁市场的
烧钱模式恐怕仍将持续，假如任由“炒”因素在
租赁市场兴风作浪，那么房租很可能重蹈房价
的覆辙。

房屋是公众赖以遮蔽风雨之地，具有很强
的刚需属性，房价上涨之后，租房住在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房价上涨所带来的供需矛盾。从这个
角度来说，“租不起”的危害远甚于“买不起”，人
们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对于在城市打拼的“漂族”而言，房租过快上
涨，导致“住不起”“租不起”，也可能伤害到青年
在大城市打拼奋斗的梦想，长远来看，也不利于
城市“筑巢引凤”留住人才。

在个别房租上涨过快的城市，“租不起”的
苗头已经显现，必须强化“房租不是用来炒的”
的定位，遏制资本兴风作浪。

“房租不是用来炒的”

必须强化“房租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遏制资本兴风作浪，坚决斩断

房租非正常上涨的推手

盘和林

人民网发布了《 2018 年 25 个城市网
约车包容度排行榜》。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选取 2 5 个重点城市 ，根据当地网约车政
策 、舆论认可度等进行网约车包容度综合
评估。从测评结果看，成都、三亚、无锡网约
车“门槛”相对宽松，青岛 、重庆 、大连等地
则较为严格。

漫画：曹一

网约车作为互联网时代市民出行的重要
方式，对于城市发展智慧交通、缓解道路拥堵
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能够以审慎、包容的态度
对待网约车，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一座城
市开放、包容的气度。

本栏编辑：刘晶瑶

网约车包容度 如此“受重视”

关晓海

8 年前，吾友大刘刚从师范学院毕业，
就被教育局安排到县里最偏远的一个乡村
小学任教。刚到小学报到时，送行的教育局
领导对大刘说，你们这批刚大学毕业的老师
是县里宝贵的教育资源，需要到县里最艰苦
的地方锻炼，但时间也不会太长，多则三四
年，少则一两年，肯定会调回县城。事后果不
其然，和大刘一批到乡村小学任教的老师都
陆陆续续回到了县城。可唯独大刘至今仍然
在乡村坚守。

朋友们见了大刘常常打趣他真是扎根
乡村教育，甘于奉献。大刘听了却是苦笑一
声，说自己何尝不想早点调回县城，家里有
诸多困难，父母身体不好，孩子正在上小学
需要专人接送，一家人的负担都压在了妻子
身上。虽然大刘回城的愿望迫切，但提出的
申请却一次次被驳回，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大刘到村小学任教的第三年，
县里有位领导到村里视察工作，正欲返程
时，突然心血来潮提出到村小学看看，到了
小学正好赶上大刘在给孩子们上课。不知道
是烈日下破败的校舍，还是小孩子们朗朗上
口的读书声，抑或大刘一丝不苟的教学态
度，总之那天领导很感动，当众表扬了大刘
的敬业精神，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做好宣传工
作，为乡村教育鼓与呼。

领导走后，宣传果然接踵而至，很快，大
刘成了县里乃至市里的名人。刚开始，大刘也
很兴奋，心想着工作得到了领导和社会的肯
定，自己早日回城应该很有希望了吧。谁知
道，就是这次视察和随后的宣传，让大刘的回
城梦变得更遥不可及。

大刘出名后，给自己和村小学的处境虽未
带来什么实质上的改变，但此后，县里领导每次
到了乡里，或者市里领导来县里视察、调研工
作，总是要点名到大刘所在的村小学看看。上级
领导一来，因为大刘是县里宣传的坚守乡村教
育的典型，作为典型，平时应该给孩子上课，在
领导来视察时自然更应该出现在讲台上。所以，
不管大刘那天实际上有没有课，学校总是要安
排大刘上课。

大刘对校长和教育局的领导也发过牢
骚，但很快便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校长说市
里这么多领导每次到县里来，为何要抽空到
村小学视察呢？这说明领导重视乡村教育
呀。大刘听了校长的教训，也觉得有道理，可
回过头看了看破败的校园，又有点想不明
白：领导如此重视，校园为何还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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