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非闲话

丰富夜生活的意涵
□聿 飞

日前， 上海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

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本市进一步优化

供给促进消费增长的实施方案》 （以
下简称 《方案》）， 用 29 条措施助力

打响 “上海购物” 品牌。 其中有一条
“丰富夜生活” 的内容， 颇能吸引市

民的眼球。

《方案 》 提到 ： 鼓励各区建立
“夜生活首席执行官” 制度， 编制夜

生活集聚区发展规划， 打造地标性夜
生活集聚区。 可以预期： 这将会给上

海带来绚丽多彩的夜生活， 阿拉上海

人的夜生活也将会更为丰富、 更为充
实、 更为美好！

那么，丰富夜生活有哪些意涵呢？

首先 ， 它是促进了夜间经济发

展。 上海的经济发展蹄疾步稳， 日趋

繁华， 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 说它
是 “购物天堂 ” 并非溢美 ， 无论是

“首发经济” 还是 “首店经济”， 均可
列为前茅 。 《方案 》 明确将把黄浦

区、 静安区、 浦东新区和徐汇区设定

为 “全球新品首发地示范区”， 这无
疑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但有一个现

状毋庸忽视， 即： 以往上海购物经济

大多是在日间， 即使有夜市， 也是时间

较短， 过了 10 点， 连白天熙熙攘攘的

南京路也是显得冷冷清清， 遑论其他街
区！ 《方案》 把 “夜间经济” 提上了议

事日程， 要求建设夜上海特色消费示范
区以促进夜间经济发展， 无疑是持续着

上海的日间购物经济态势，拉动内需，使

得公众消费有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在延
续了“上海购物”品牌时间的同时，也自

然扩大了 “上海购物” 品牌的空间。

做大做强特色小店， 也是丰富夜生

活的题中之义。 上海商业既要有高大上

的购物中心， 也要有烟火气的特色小
店 。 为了鼓励特色小店的发展 ， 《方

案》 明确提出： 各区要针对特色小店集
中街区， 编制街区发展规划， 同时根据

街区规划和功能定位， 规范调整房屋使

用性质， 此外， 允许有条件的特色小店
开展 “外摆位” 试点也被写入了 《方

案》， 夏季的露天位有望成为申城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 毋庸讳言， 上海的特色

小店确实不少， 各街区比比皆是， 但那

是在日间营业， 夜间开市不成气候， 何
况严格的城区管理， 令 “外摆位” 几无

立足之地。 市民想夜间光顾特色小店、

品尝特色小吃， 除新天地、 田子坊少数

去处， 难以寻迹。 现如今， 倘若按 《方

案》 要求， 各区引入市场主体， 整体开
发运营特色街区， 建设一批公共市集、

邻里中心等吸纳便民特色小店入驻的公
共设施， 那么， 上海夜生活定会迎来另

一番繁华的景象。

丰富夜生活， 其实说到底是丰富市
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 说得实际

点， 市民想过夜生活， 无非是呼朋唤友
找一些舒适的地方、 优雅的场所， 吃点

可口的食品， 消遣一天的疲劳， 回味生

活的幸福感， 获得人生的满意度。 在现
代文明引导下的社会生活， 理应是多元

化的； 多元化的的社会生活， 理应是多
层级的。 市场应当适应和满足那些喜欢

过夜生活的市民需求 ， 在一定意义上

说， 有夜生活的城市才称得上是一个良
性运作的健康的现代化城市。 人们常会

羡慕中国香港、 台北以及法国巴黎、 美
国纽约等城市的生活， 其原因之一， 便

是那里的夜生活令人如痴如醉， 极为惬

意。 ———如此的夜生活在上海也将指日
可待， 人们期待五彩缤纷、 魅力四射的

“夜上海” 呵！

■名家茶座

“大难临头”哭与笑
□刘吉同

1946 年， 国民党为打内战

急速扩军， 其中甘肃省就要招募

2.4 万名士兵 （民间俗称“抓壮

丁”）。 消息传来， 甘省“老百姓

感到大难临头， 但是乡、 保、 甲

的官吏却四处奔走， 兴高采烈”

（当代中国出版社、 胡素珊 《中

国的内战》 P157， 下同）。 何以

民哭而官笑？

民哭很自然。 一个壮丁是全

家生计的顶梁柱， 抓走后一家都

塌天了。 妻子没了丈夫， 幼儿没

了父亲， 爹娘没了儿子， 多惨。

更可怕的是， 抓走后是去当炮灰

的， 多是“有去无回”。 这真是

祸从天降， 生离死别。 “牵衣顿

足拦道哭， 哭声直上干云霄”，

我估计这“古老的场面” 在当时

会多次出现。

官笑也“自然”。 因为发财

的机会来了。 以浙江省为例， 首

先， 保长要起草一份名单， 将保

内年轻健壮的男性张榜公布， 公

示期一般两周。 公示期内， 暗中

会有一场激烈的送礼大赛， 看谁

能有办法将自己家青壮的名字从

名单中抹去。 这是小官吏们的第

一波发财潮。 之后还有不少机

会， 比如抽签、 买卖、 顶包、 惩

罚等等。 说说顶包。 就是富人出

钱， 价格在 300 万到 500 万之

间， 买人顶替当兵。 于是， 民间

便应生出一种叫“职业新兵” 的

“职业人”， 专吃顶包这碗饭。 顶

包成功后， “职业新兵” 到征兵

站报到， 但很快就会失踪， 兵站

随后公布他们已牺牲或逃跑。 其

实， 这是底层官吏与“职业新

兵” 共同演的双簧， 成功后就一

起分赃。 有这么多捞钱的机会，

小官吏们自然就“仰天大笑出门

去” 了。

哭也好， 笑也罢， 它透露给

人们的信息量太大了。 之一， 底

层官吏已失去道德底线。 他们捞

的钱， 浸透了百姓的血泪， 甚至

会使一家陷入绝境。 但这钱也敢

拿， 真是丧尽天良。 之二， 底层

政权烂透了， 其合法、 合理性已

荡然无存。 之三， 官民关系势同

水火。 乡、 保长与农民的矛盾日

趋激烈， 暴力反抗也不鲜见， 社

会底层已成了一个大火药桶， 老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可想

而知， 靠这些乡、 保、 甲长们去

支撑基层的政通人和和国家的长

治久安， 无异于寄望公鸡下蛋。

当然， 这只是树叶的烂象， 树根

的烂恐怕更惊人。

胡素珊是位美国学者， 她的

《中国的内战》 一书， 旨在从战

争之外找到战场上国民党失败和

共产党胜利的原因。 一叶知秋，

仅“抓壮丁” 一事便将原因弄清

了。 其实这个道理古人早就讲

过， 唐德宗建中四年 （783 年），

长安发生兵变， 皇帝李适仓皇出

逃至奉天 （今陕西乾县）， 追击

而来的叛军又将奉天围得水泄不

通。 孤城内的李适最后不得不

“艰苦奋斗” 靠蔓菁根饱腹。 坐

困愁城、 一筹莫展的他问智囊陆

贽， 眼下应该怎么办呀？ 陆贽做

了分析并为其指明了出路， 之后

说： “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

者， 自古及今， 未之有也” （《资

治通鉴》 卷 229）。

陆贽讲的这个道理， 上至庙堂

下至草野， 远至春秋近至民国， 我

估计人人都懂， 高层和读书人更

懂。 然而， 知易行难， 真正做到就

难了， 比“蜀道之难” 都难， 或者

说根本就做不到。 不要说帝王将

相， 皇亲国戚， 就是那些太守县

令， 甚至乡、 保、 甲长， 也都很难

做到。 让这些锦衣玉食、 饱享特权

的“人上人”， 与贩夫走卒一样流

臭汗， 出苦力， 几乎是要他们的

命。 正是这个原因， 千百年来，

“欲恶与天下同” 之类的治国名言，

只是被庙堂衮衮诸公们挂在嘴上做

装饰而已， 实践者廖廖无几， 更不

打算、 也不可能定出铁律逼着自己

去做。 故才孕育出一波又一波“豺

狼” “老虎” “苍蝇” “蚊子”，

又引发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 长的

几百年， 短的几十年， 屡屡上演

“最是仓皇辞庙日” 的保留剧目。

压轴戏是“刮民党” 败退台湾。 历

史真是一本鲜活的教科书。

■惊鸿一瞥

神仙到过的三仙台
□王智琦

环台湾八天游结束前，

导游阿谭问大家： 第一次来

宝岛旅游， 印象最深的地方
是哪里？ 她以为大家一定会

说日月潭或阿里山， 没想到
很多人却赞同我的观点： 三

仙台， 因为那是神仙到过的

地方。

到三仙台是在去年 12

月中旬的一个下午， 游程已
过大半， 每天移车换景， 审

美视觉都觉有些疲劳。 车窗
外的天空时而乌云密布， 时

而又阳光直射， 就在这阴晴

不定的当口， 我们来到了三
仙台。 三仙台位于台东县成

功镇的东北面， 由离岸小岛
和珊瑚礁海岸所构成。 原是

一处岬角 ， 因海水不断侵

蚀， 逐渐消融了岬角颈部而
成了离岸岛。 岛上有三块巨

大的黑色岩石 ， 相传吕洞
宾、 李铁拐、 何仙姑曾来过

这里， 故得名三仙台。

我们因昨天曾到访过猫
鼻头公园和鹅銮鼻灯塔， 已

领略过火山喷发后所形成的

海蚀沟、 壸穴、 海蚀柱、 海
蚀凹壁等海蚀景观， 以为三

仙台也大略相同罢了。 我远
观那三块黑乎乎的巨大岩

石， 无论想象力再如何展翅

振飞， 也难以和仙风道骨的
吕洞宾联系在一起 。 加上

1987 年建造的八拱跨海步
桥， 宛如一条高耸而蜿蜒的

巨龙伸向远方， 令人有些望

而生怯。 我以拱桥为背景拍
照留念， 就算到此一游。

但时间尚有空余， 多看
乱石嶙峋的海蚀礁块也会生

厌， 同伴成耀建议不妨上桥

看看， 视时间多少可随时回
撤集合 ， 我俩便信步走上

桥。 此时乌云不断聚拢又散
开， 似中国传统的泼墨写意

大画， 变化无穷。 阳光从乌

云的罅隙中迸射而出， 丝丝
缕缕地铺散在黑白色的太平

洋面上 ， 气势极为雄浑壮

阔， 看得我俩目瞪口呆、 难以

言表 。 真没想到 ， 站上拱桥

上， 竟对 “海阔天空” 有了真
切的触摸感。 赶紧一鼓作气往

三仙台而行， 在一大片葱绿的
植物包裹下， 一条蜿蜒的步道

隐没在左前侧， 三块巨石的轮

廓已清晰看见。 没看到一个游
客， 步道两边种着许多果树，

有些成熟的水果如释迦等已悄
然落于泥土中， 耳畔隐约传来

海涛声， 却不闻鸟鸣， 空气里

散发着海岛特有的馨香， 真像
是一个世外仙境！ 难怪会取名

“三仙台”， 这真应该是神仙居
住的地方。

走下拱桥， 来到离岛 “三

仙台”， 步道旁有块旅游标志
牌， 全岛面积约 22 公顷， 最

高海拔约 77 公尺， 岛上随处
分布着奇石胜景， 有仙剑峡、

合欢洞、 飞龙涧等与三仙台故

事有关的天然奇景， 还有一座

7 公尺高的太阳能灯塔。 登岛

游览非常富有野趣， 整个游览
时间约需时 2 小时 。 我和成

耀相视苦笑， 刚才虚掷了大把

时间， 现在离集合时间已不到
半小时， 我们来到这个仙境般

的所在， 却不得深入其中， 真
是凡夫俗子、 有眼不识泰山。

我俩想在第一座山下拍照

留念， 却因距离太近而无法拍
全， 难识仙境真面目， 只能抱

憾而归。 正巧有孤身游客急匆
匆从灯塔方向过来， 他指向海

面的东北方向， 告诉我们： 那

就是著名的绿岛 ， 现在已是

一个旅游景区 。 果然海水氤
氲间 ， 有一抹淡黑的小岛若

隐若现 。 宝岛处处有美景 ，

关键还在于要有发现美的眼

睛啊。

没能看清三仙台的全貌确
实令我遗憾， 但进而却激发了

我再次游览的兴味。 三仙台就
像一杯馥郁的清茶， 需要慢品

细啜方得至味， 等待是一种痛

苦， 更是一种幸福。 三仙台，

我一定会再来！

■法官手记

血，总是热的
□余 凤

在友人的推荐下， 带着好奇心下载了

《血， 总是热的》 这部上个世纪 80 年代

上映的老电影， 趁着周五晚上独自观赏。

107 分钟的电影 ， 时间不算长 ， 看

完正好深夜 12 点半， 大脑皮层还沉浸在
电影画面里， 让我忘记了平时睡眠的时间

点。 电影描述了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经济

体制改革期间， 某丝绸印染厂厂长坚持市
场经济、 着手改革生产面临重重阻力、 内

外交困， 但毅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开创
出新局面的故事。 这部电影曾被誉为是最

震撼的改革题材影片， 我认为， 这个评价

是当之无愧的。

说实话， 电影因为拍摄时间久远， 画

面、 音质、 拍摄手法等都和当今影院播放
的影片相差甚远， 但是在观看时我还是被

厂长的魄力、 执着和大无畏所深深感染，

尤其看到因为改革， 他被上级误解、 被工
人埋怨、 被下属诋毁， 内心也是紧紧揪

着。 电影的末尾， 面对上级部门的上门审
查、 众多工人的罢工围堵、 合同即将到期

工厂可能无法按时交货等 “内忧外患”，

厂长恳请上级在审查之前给他几分钟。 在
厂房阳台上， 厂长向层层围堵的工人发表

了几分钟的即兴演讲。 就是这几分钟的慷

慨陈词和肺腑之言， 让围堵的工人泪目，

纷纷折回厂房主动加班加点， 让等待审查
他的一屋子上级感动， 也让我这样泪点高

的观众动容。 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中国的
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器， 有些齿轮锈

住了， 咬死了， 可只要用我们的鲜血做润

滑剂， 使锈死的机器转动起来。 无论如
何， 血， 总是热的。” 看到这的时候， 不

知道为什么， 脑海里很自然地浮现出司法
改革先锋者、 已为司法改革献出自己生命

的上海高院原副院长邹碧华的音容笑貌。

当下， 司法改革已经进行五年了， 最

高法院五五改革纲要也已经在今年 2 月
出台， 未来各项改革还将持续深入推进。

作为法院系统一员， 亲历改革， 也有很多
感触， 曾经也有过不解。 《血， 总是热

的》 这部电影让我对改革的决策者和改革

本身有了更多的理解。 改革不可避免的会
触及个人的利益， 可能也会有这样或那样

考虑不全面或暂时性的困难， 但我想应该
更多看到司法改革给整个法院系统带来的

正面效应， 给社会公众带来的诉讼便民、

利民以及整个法治环境的净化。作为个人，

我认为可以做的便是调整心态， 风物长宜
放眼量，以最好的姿态投身改革，以最好的

状态适应改革，无论如何， 血总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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