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良好的教育资源!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开放式的办学模式"使北大保安有机会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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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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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前脚检查"后脚矿难#

检查是动真格还是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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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è #% ®¯V °í¢6I±lï &%% ² ¢6³´

öµVï(³¶íÊ³·¸´4Vï(¹º³`ò»í´(

¼HYVï(½�l¾`Zí´¿ÀR

ÎôKfÁí´YÂÃÄÅÆÇ(ÈÉ´�wÊV°

í¢6aËÞ`°íd(ÌÍ@'ÞeÚiÎ½ÏÐÎÑÒR

ÓzÔÕiÖÄZ×�ØÙ®¸ÚO'Ó¸ÛÜÝÓÉÍÈ

Þ(ßàáâþíãÁR

ÃäVfiz(å¼^�æ¯Va¢6d¸5gçèôéV

j°í¢6Õ¸êÔ`ëìÓíîïê(ðâÍÔRÓzñ£

ÞòóVôñõÞO'R wÛöïa°í¢6dÓa°íÆ÷ø´

YdÓaùú¿Àdn[¦û(ÛwüVuav»¸lý¦þ»d

QÑ}Y(êÈÿ(iY!"V_#g} &%% ² ¢6³´

öµÌÍì$(Yì%&VÃg}�a'�ÙÕ(av()d

m(~e*¦R

º¶mV°í¢6gaÌÍ+dVÃga,¹+dR -g°í

./(ú0�1Ó 23(´456s7E(8´9EVÞ

:�Ózïo;<=�Ã>?ÃV@ ÀABVCDEF

GHR ª?:3VIJú0�1(s7ÎKLVMµþN´4

(O=PQV}ÙE�´4RO=ÓS�aÚiiTUiY&

VW=d(XÜOYºxòpR _g°í¢6`í´(Zí

:»R

$详细报道见今日本报
!"#

版%

!"#$!%&'()*+,-.()

& [ ' ( "`\ ( ( �VL]^_`*`aôÆ $  bÆ

c®�´Ywdôv½e`*fgh(igájkR lÆV

ô mT´agÆn�¸,opVY ! qT´X~lrsÞ

rè�ÓVt-¸,ôu vgÆ�wR

rsÞrè�T´V_`xýðÑ¨©yiz{R j|

ÙbÆ´YRÙ;È®iV};È®ixýðÑV¸}m~R

¾²V¸m~;È®ixýðÑVk¸gmxýðÑ_

`�Ñ¸p¶Vx$gxýðÑ·NW·f�àVÀ;È®

i��$Óæ¼½O=3�Ø�_ÐBÙ��^qR ��g

¸î�Î/X';Ó�²��¹º�«���,Q_}_�

�(l$R >ÀVfx$�÷V;È®i�p(â�g¢£�

N67V�$À�V¸�Ì;È®i�Y¤Ø�èxýðÑR

xýðÑ(��S�Ð�öÓ��V¸m~;È®i

a_}_d^xýðÑVjpu�ôK$�l�(xýðÑ(

'=V��½axý�ÑdR ,:½T´ pZV��(p^¸

/VW¸p��ap�iVÀº¶í ¡�V¢i£¤�³f

¥¦j¢§,çÐ(C¨©�i�³ª« ( ( % ØR -�,?V

º8YÓ !  T´¸=o¬R

YeV� #%( # ® ) [ ( "e(¡®¯=°±o²§�

¦Vâ³´qµi¶·T¸;È®ih�¹�º�R };

È®ixýðÑ»Pma̧ dV_e¼gô`¸´ÓO^(ü

�VpzR ½IVaxý�ÑdV¸½�~&};È®iY¤(

¾òÎ¢£Vï¿Ù;È®iÀÁÈCVTÂÒZÂÃÄÅV

ÆÇZ�Ø�È¬VÊ���iÀÉÊ^¤p/�7R

/01234567%89:;<

!

玫昆仑

齐鲁
r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更是&固化

的历史'$ 时下"看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大都徒

有虚名" 既无古建筑可见" 又无历史文化可

感"几乎是千城一面$ 在此现实时代背景下"

成龙欲捐古建筑给新加坡"有何不可( 我看是

好事# 这些古建筑与其无人看重"甚至随时覆

灭"还不如捐给将其&当宝'的新加坡# 若干年

之后"当国内古建筑日渐稀少"甚至罕见时"

我们不妨到新加坡看看那几座真实的中国的

古建筑#

新加坡是个弹丸之地" 尚且将外来的古

建筑当&宝'"而泱泱华夏"却难有古建筑的

&容身之地'"如此反差"让人唏嘘和深思)保

护古建筑" 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何时才能

清醒%明智呢(

公民声音

今日评论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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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时刻"未成年人首要的任务是保护自身安全"量力而行#

&

(

月
+&

日" 成龙接受央视采访首次回

应古建筑捐给新加坡一事" 称这些古建筑并

非国宝只是老民居"自己没有对不起国家' 成

龙还表示选址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之前对古

建筑的保存(维修和电脑扫描做得很完善"而

且对古建筑保护制订出近乎完美的方案")人

家当这个是宝*' +

惠铭生
r

首先需要厘清"

&$

年前"成龙在

安徽先后购买的
"$

栋古建筑"当时只是旧民

居"而非文物# 即便如此"成龙欲将自己收藏

的
)

栋徽派古建筑捐给新加坡" 还是招来一

片骂声#

网民骂"固然有其理由***古建筑&背井

离乡'"让中国的灿烂建筑文化流失!褪色"成

龙当是历史的罪人$ 但成龙却是委屈的***

当初自己不花钱买这些古建筑" 这些古建筑

早被夷为平地"或是化为灰烬$ 再者"成龙为

这些古建筑寻找去处"并不是不想捐给内地"

但不少地区诚意可疑$ 就像成龙所说"当初想

捐赠"但香港让他出钱买地"内地则有些地方

勾他进去"实为房地产项目$

但新加坡却将这些古建筑当成 &宝'"不

仅表示如果将古建筑捐赠给他们"运送!维修

等各方面费用将全部由新加坡负责" 而且制

订出近乎完美的各种方案"包括落户地址!维

修!复原等问题的规划$ &人家当这个是宝$ '

成龙焉有不送之理(

泉水叮咚
r

古建筑是世界的"但中国的古

建筑首先是中国的$ 如果中国的一些古建筑

没有列入文物"而且命运多舛"随时覆灭"并

且无人当其是&宝'"古建筑的收藏人或所有

人将其捐赠给&当宝'的国家"未尝不是一个

好的选项与归宿$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老祖宗留

下的古建筑遍及中国角角落落"浩瀚无边"不

计其数$ 但是谁拿古建筑&当个宝'( 如今"全

国范围内古建筑消失殆尽"即便剩下的"也是

凤毛麟角"有的的确被当作珍宝一般"被一些

地方政府圈起来"或者修修补补成为风景区"

成为地方的&摇钱树'"而有些散落在城区!不

很起眼的古建筑"或是被遗忘"或是难逃城市

化建设的厄运"一些古建筑!名人故居"在地

方政府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怂恿下"在

开发商利益的冲动下" 不断被碾压在推土机

下"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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