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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质量须经得起历史检验

本报评论员 樊大彧

今日社评

主编/潘洪其
编辑/姬源
美编/沙楠
责校/项战

你是我见过
最天真的人
张静雯
我们常常把国际社会比作大舞台，可当舞台
上开始活跃起秒杀 HBO 的编剧、比肩百花奖影帝
的演员的时候，我等学国际政治出身的同学就没
法淡定了。英国一言不合就脱了欧，几乎要颠覆
我们所学过的一体化理论；恨不得在脑门贴上“民
粹”二字的特朗普，竟然在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
统，其最新金句是，
“ 应该取消选举，直接让我获
胜”……
即便置于戏剧化的大背景下，韩国总统朴槿
惠的剧情仍旧出其不意。最近韩国媒体扒出个猛
料，发现朴总统竟曾经把演讲稿交给一个没有公
职的土豪大妈崔顺实修改，关于崔利用与总统的
关系牟利的传言也甚嚣尘上。该土豪已故的父
亲，是一个叫“永生教”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最
新的消息是，涉嫌干政的不仅有崔顺实，还有其他
7 名女性，她们被“内部人士”称为“八神女”。剧情
发展至此，看起来完全在走魔幻主义路线，乐坏了
全世界观众，知乎上有个家伙干脆直接调戏道：小
朴是我见过最天真的人。
真是太损了。朴总统前途堪忧，说不好会因
为这个丑闻辞职，但要说她是被群众嘲笑着赶下
台的，未免轻浮。追到根上这可不是八卦，而是涉
嫌渎职和腐败的严肃政治议题。
海的这一边，有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还真因为
“被群嘲”不堪压力而辞了职。他写实名信给三家
部门投诉旺旺雪饼，原因是吃了雪饼之后，他并没
有像广告所宣传的那样运气变旺。不知道谁从哪
里拍下了他的投诉信，高清无码地发到网上，于是
这哥们儿被群起而嘲之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旺旺的广告打了十几二十年了，谁也没当真过，没
想到还真有人为这个投诉，真真也是“这辈子见过
最天真的人”。
这哥们儿较真“吃了旺旺没转运”是有些滑
稽，可因为这个被集体调戏，也有点倒霉。嘲笑这
么个耿直 boy，在移动社交场域中几乎是条件反
射，但我忍不住要不合群地严肃一下，讽刺“傻子
都不当真，你偏较劲”的人，真的就很高明么？
可能因为是虚头巴脑的东西太多了，人们早
就习以为常，也顺带练就了一双甄别真伪的慧眼，
自以为修成了身经百战的老司机。
“只要 998，八心
八箭钻戒带回家”？鬼才信那是真的。
“老中医”信
誓旦旦地宣传某药的疗效，聪明的你当然只会无
情耻笑。至于那些五花八门的诈骗短信，机智如
你，不仅坚决不中招，心情好的时候没准还回个短
信调戏骗子一番。对了，就前几天，某地公安官微
还转发了一条冒充国足新教练里皮向人“借钱买
机票”的短信，转完还不忘调戏一番，
“ 对不起，我
是高洪波”。
当然了，这个案例里，让旺旺背锅实在有点委
屈。不过你想想，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虚的、假的
东西都见怪不怪，反而较真的人要遭到耻笑，正常
么？有些事看着搞笑，其实背后却藏着社会治理
的痼疾，比如电视上的虚假广告、泛滥成灾的电信
诈骗。严肃的议题沦为轻浮的调戏，真问题反而
被轻易放过了，虚假横行，也就可以想见。
虚假的风气蔓延到公共政治领域，更伤害着
政府的公信力。节日访问敬老院，发在官网的新
闻图片上，领导的形象给 PS 得高大伟岸，被慰问的
老人比例失调地缩在角落里，这画面真是活脱脱
的寓言故事。还有“悬浮”在公路上“视察工作”的
干部形象，已经永远地活在了“毫无 PS 痕迹”这个
哏里。
更危险的是，弄虚作假惯了，需要较真的时
候，反而较不起了。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的一
些官员就属于此类。今年年初，他们潜入空气质
量监测站，用棉纱堵住采样器，说白了，就是给空
气采样器戴上了“口罩”，污染的空气被过滤了，数
据自然好看，他们治理环境不力的事实也就被掩
盖了。
据说这些人为了造假数据，偷偷留了监测站
的钥匙，记下监控电脑的密码，处心积虑，想得挺
美，其实很傻很天真。把这股脑筋动到环境治理
上，没准还能获得些成效。
“戴口罩”的背后，自然是扭曲的政绩观。
“口
罩”不仅调戏了环保监督，也调戏了环境治理工
作，俨然一个大写的掩耳盗铃。也是啊，空气质量
改善不了，哪里经受得住监督部门较真呢？于是，
严肃的环保问题被儿戏，荒唐的真实故事上演，让
编剧们也望尘莫及。
严肃的议题不能得到严肃的对待，经常是违
规成本太低所致。扭曲的是非观长期弥漫，规矩
得不到应有的敬畏，不正之风也就刹不住。比如
在过去政治风气暧昧、
“ 四风”问题不能被有效遏
制的年月里，公款吃请、铺张浪费那是潜规则，不
会被真正惩罚不说，不顺着走反而叫人觉得“吃
亏”，叫人觉得“很傻很天真”。看看中纪委的专题
片《永远在路上》，从那些走入歧途的官员身上，能
得到不少教训。
那些弄虚作假的环保局官员，最终受到了惩
罚，包括长安分局局长在内的多名官员已经被警
方带走，目前正在羁押中。调戏了法律，自然有法
律跟他们较真。而很“天真”的韩国总统，她的支
持率已经降至低谷，韩国上下都说要弹劾她。
“总
统被邪教控制”多少是句危言耸听的玩笑话，可是
否利用权力帮助崔顺实家族谋取利益，除了修改
演讲稿之外，崔顺实等人是否还有其他干政行为，
这些较真的质问，个个都够总统喝一壶的。
严肃的议题，当然不能止于调戏和嘲笑，更没
法戴上“口罩”一盖了之。它们必须被严肃地较真，
不然，被调戏的将是公共利益以及制度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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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陕西省府谷县一个廉租房
项目耗资近亿，地基下沉 1.2 米，入住遥
遥无期。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组
成工作组紧急赶赴陕西督促处理，同时
要求陕西省住建厅、榆林市立即调查处
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并
及时公开调查处理结果。
陕西府谷县这个涉事廉租房小区，
早在四年前就让百余户住房困难家庭
选了房，但时至今日，却无一户可以入住。四年来，
几场大雨就让这座小区地基两度下沉，其中问题最
严重的一座楼居然下沉了 1.2 米，也就是说原来的
地上一楼，现在下沉成了地下室。问题如此严重，
以至于媒体报道之后，住建部连夜派出工作组紧急
赶赴现场督办。
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
式，向城镇低收入且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的住房，是
保障性住房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14 年起，
各地公
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两者统称为公共
租赁房。陕西府谷县的这个廉租房小区，房屋质量
问题的严重程度超出想象，这也让其建设时间变得
敏感起来。这座小区建成于 2012 年，
当时正是保障
房建设热潮方兴未艾之际。在 2011 年，
我国保障性
住房建设规模创历史之最，全国开工建设保障房超
过 1000 万套。2011 年到 2015 年，我国合计开工建
设保障房超过 3600 万套，
其中包含廉租房在内的公

尽 管 发 生 了 府 谷 县“ 下 沉 房 ”
之 类 事 件 ，但 少 数 问 题 房 不 能 抹
掉我国近年来保障房建设取得
的成绩。我国保障性住房近年
来 推 行 责 任 终 身 制 ，并 在 建 筑 物
设置永久性标牌接受社会监督，
此 次 府 谷“ 下 沉 房 ”的 责 任 人 应
该不难找到。
租房占比近四成。府谷县“下沉房”建成于我国保
障房建设规模最大、建设进度最快时期，其质量问
题是否具有一定代表性，
值得深挖深究。
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有利于解决困难群众的
住房问题，也有利于房价回归理性。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成为扩大内
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后到了 2011 年，
房价一度快速上涨，为了“对冲”房价，保障房建设
的力度随之加强。
针对前期保障房建设，目前最为客观的一组评
估数据来自审计署。今年 8 月份，审计署公布的保
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显示，至去年底，有 19

万套保障性住房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原因
不能及时交付使用。导致空置的主要原因有，当地
实际需求不足、
配套设施不好、
房屋质量有问题等。
近年来，每年有数百万套保障房源建成，而审
计署查出的问题房占比并不高。这表明尽管发生
了府谷县“下沉房”之类事件，但少数问题房不能抹
掉我国近年来保障房建设取得的成绩。问题是局
部的，但不能因此就让其问题房轻易过关，陕西府
谷县的“下沉房”事件必须全面彻查，依法依规严肃
追究。
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民生大事，每一座保障房都
应成为建设质量优良的工程，都必须经得起历史的
检验。我国保障性住房近年来推行责任终身制，并
在建筑物设置永久性标牌接受社会监督，此次府谷
“下沉房”的责任人应该不难找到。通常项目建设
过程中，存在规划选址关、建筑材料关、设计施工
关、竣工验收关，从此次涉事廉租房小区问题的严
重程度来推测，
恐怕每一道关口都难辞其咎。
有关部门必须细查每个环节，分清责任主次，
不放过任何一个存在问题的疑点，不放过任何一个
涉嫌玩忽职守、渎职滥权甚至腐败交易的人员。住
建部门应当以查处府谷县“下沉房”为契机，以事件
为突破口，扩大保障房尤其是公共租赁住房的质量
安全检查范围，主动回应民众关切，从实际出发解
决各种难题，让保障性住房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民
心工程、
安居工程。

当一个人死去
夏文辉（国际问题学者）
美国海岸警卫队 26 日确认，中国航
海家郭川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踪，尽管
祈望奇迹发生，但在初步研判后，美国相
关搜索方表达了慰唁。然而就在人们呼
唤：
“ 老船长，请回复”，社交媒体上窜出
一股阴风，
对事件和当事人说三道四。
就如同我们已经熟悉的一次次，每
当一位名人离世，对他的悼念总免不了
掺杂一些恶言相向。人心如此，究竟是
怎么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去矣，悼
念亦敬。这似是世间常情，现实却非如
此。不过，
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好的案例。
今年 4 月，美国知名音乐人“王子”
突然离世，死因众说纷纭。但主流舆论
是哀悼与珍送。悼念者包括奥巴马总
统，他在当天的讲话中给予“王子”高度
评价，称他是当今“最强大、最具创造力、
最勇敢”的人，他说“王子”的逝去让“世
界失去了一位标志性人物”。5 月 3 日，
美国各大广播电台同时播放“王子”演唱
的情歌《无人可以取代你》，通过电波缅
怀这位已故的流行乐坛传奇人物。
还有美国歌星惠特尼·休斯顿，她于
2012 年 2 月意外身亡，遗体在酒店一间
房间装满水的浴缸中被发现，死因被认
定与吸食可卡因有直接关系。在她身后
也是传言不断，但是舆论的主流依然是
哀悼和思念。当年 4 月的格莱美颁奖典
礼上，群星毕至，集体向惠特尼致敬。颁
奖典礼一开始，主持人库尔·J 就为休斯
顿祈祷。现场还播放了休斯顿演唱的经
典歌曲《我将永远爱你》的录像片段，现
场观众起身为她长时间鼓掌。
同王子一样，惠特尼·休斯顿短暂一
生坎坷起伏，盛名之下丑闻、绯闻不断，
生命的最后并不荣光。然而这并不影响
他们曾经带给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力量。
人性定有善恶，而我们常有一句话：罪不至死。
人类社会罪恶滔天之人究竟是绝少的，既如此，
当一个人死去，哀思难道不该多于谤诽和贬伐？
反之如果每当一个人故去，恶语、流言随之以不
绝，
必然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
2013 年 4 月，美国波士顿的马拉松赛，几名
中国留学生结伴看比赛时遭遇爆炸，一名女生遇
难。与网上的一些流言和猜测相异，在当地这位

留学生的校园，你只能感到悲伤和惋惜，在校园
网上，呈现的是一位有趣、可爱、用功的美好形
象，她以这样的美向我们作别，这也是她给世界
留下的美，而不是恶。这样的分离，
才是好的。
卢刚杀人事件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
1991 年 11 月 1 日下午三点半左右，中国留学生
卢刚进入正在进行专题研讨会的艾奥瓦大学
凡·艾伦物理系大楼，拔出手枪疯狂射击，倒在

枪下的有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戈尔咨教授、史
密斯副教授、中国留学生山林华博士、系主任尼
克森、副校长安妮·克黎利。随后，卢刚饮弹自
尽。这起震惊全美的恶性案件引发人们的深刻
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卢刚的中国留学生身份几
乎没有给其他中国学生带来负面评价，对于所
有的死者，甚至包括卢刚，舆论的主流依然是深
深的哀思。而不幸罹难的副校长安妮·克黎利
的家人对后事的处理，则让人震惊。她的三位
兄弟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用克黎利的遗产为
教育学院的国际学生设立一份奖学金，第二是
给卢刚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这样写的：
“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惦念
着你们，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
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所发生的事所
震惊。安妮（克黎利）相信爱和宽恕……我们清
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
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
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让
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
写这封信实在是太难了，近乎悖于人之常
情。当我们超脱出亡者家人的宗教情怀来看这
样的情感和表达方式，会看见一种结果：一个个
体的恶被永别，另一位个体的善被传扬，活着的
人，则打开了怨恨的心结，得以让生活继续向
前。试问，相比人人诛之、永结心仇，克黎利的家
人难道不是做出了最好的一种选择？
死亡，是生命万物的必然结局。美国科学家
曾对一些动物做研
究 ，发 现 他 们 对 死
亡 也 有 理 解 ，比 如
长颈鹿和大象会在
逝去的亲人身边徘
徊；还有灌丛鸦，它
们会聚在一只死去
的 同 类 周 围 ，尖 叫
连连，并停止觅食，
这一行为变化会持
续一天多。 动物界的这种现象并不能成为人类
必须哀悼亡者的理据，它只是揭示一个生命规
律：有生有死，我们无可逃脱。在这最原始的意
义之上，我们该如何送别亡者？或者我们反问自
己一个原始的问题：既然你我都会向死，我们希
望怎样一种最后的告别？
所以，
今天，
我们为郭川祈祷。
供图/视觉中国

“落拓枣”
与翻译人生的甘苦
彭小瑜（北京大学教授）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译作是出版社的主攻
方向之一，过去恐怕从来没有过这样持久的大规
模翻译出版运动。做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有不
少是文笔精湛的外文专家，有些甚至是翻译家。
而现在从事历史、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翻译
的译者当中，资深的学科专家并不多，敷衍了事
赶活的普通学者不少，有的甚至还是在校学生。
当下翻译出版的质量令人担忧，粗糙的文字和严
重的错误是很平常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除了
外文院系，其他学科都不太承认翻译是重要的学
术成果。听说有的外文院系最近也在更有决心
地转向研究和强调论文发表，翻译也将不再被看
作是学术成果。
把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究竟算不算是研究
工作，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进行调查分析的问题。
把经典的文史名著和社会科学著作翻译成信、
达、雅的中文是一种高难度的再创作，这与亲缘
关系密切的印欧语系各语言间的互译可能情况
不同。如果我们不鼓励学者去认真从事翻译工
作，而任由大量粗糙译作在市场上流行，目前这
场规模空前的翻译运动的效果是会大打折扣
的。大家可能都有经验，现在看不懂的译作实在
是太多了。高峰枫教授甚至写过《西塞罗的愤
怒》，感慨译者对经典作品的糟蹋。
好的翻译本身就是创作，甚至本身就是艺术
品。
多年前当学生的时候，为学英文，读过很多

毛姆的短篇小说，被其中的一个故事深深打动：
一个 35 岁的英国银行职员到一个地中海小岛度
假，迷恋上了那里的美好生活，于是下决心辞去
工作。他放弃了工作满 30 年拿养老金的机会，
用自己的所有财产买了一笔够他生活 25 年的年
金，计划在岛上悠闲生活到 60 岁，之后就死而无
憾了。我后来收藏有企鹅版的 4 卷本毛姆短篇
全集，想再看一遍这个故事，却没有耐心一篇篇
去寻找。实际上毛姆故事的背景是在意大利南
部的卡普里岛，而我不仅忘记了小说的题目，也
把故事的地点误记成了希腊。所以后来在访问
希腊的时候，我面对梦幻一样的艳蓝天空、深蓝
的海浪和油漆成白色的一栋栋小房子，又想起这
个故事。
前几天买到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毛姆短篇小
说精选集》。本来买这本书是因为看到各篇译者
都是名家，并没有打算逐篇去重读，但是看到陆
谷孙先生为他自己翻译的那篇写了详细的译后
记，于是就去翻阅，发现这篇就是多年在我脑中
萦回的那个故事《吞食魔果的人》。
陆先生这篇译后记《
“食莲”还是“吞枣”
》，是
针对故事标题的翻译写的。因为该标题里面提
到的“魔果”通常是指中文所说的“睡莲”，而由故
事情节看，毛姆所指的是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
即“落拓枣”。在希腊神话里，这是食用后会产生
幻觉的忘忧花果，陆先生因此译故事篇名为《吞
食魔果的人》，而不取“食莲人”这个看似更加优

雅的译法。后者显然很难与故事的内容对应。
董桥先生回应陆先生的文章干脆说，
“ 毛姆这个
短篇的题目害苦中国几代读书人难进难退”。
如果经典的文学和社会科学著述的翻译应
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应该被视为严肃的学术研究
成果，对其他外文作品的翻译是否就可以轻视
呢？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有不少在国内被翻译
出版，这些作品的翻译除了需要非常熟悉英文，
还需要对美国文化和日常生活有海量的知识。
像这些翻译，如果不被看作是学术研究，起
码应该有丰厚的报酬，以便译者能够从容和专心
致志地工作。现在我们经常提起傅雷先生，却经
常忘却傅先生的生活一直在很大程度依赖其翻
译的稿费。傅先生的翻译是精心推敲的，他甚至
是高产的，但是和当下一般的译者相比较，他肯
定是动作很慢的。
即便是流行小说和通俗艺术作品的翻译，我
们也不宜贬低和看轻。我除了收藏毛姆的小说，
也是鲍勃·迪伦的粉丝，后者刚刚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估计他的歌词会被大量翻译出版。那么，
翻译这类通俗作品算不算是一种文学再创作？
可不可以算作外文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
有一位研究外国文学的朋友翻译出版了大
量诗歌，最近他和我说，花费精力时间翻译会影
响写论文，想不好是否继续这样的工作。我是他
的忠实读者，
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和鼓励他。
难道要劝他吃一枚落拓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