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永年路 171弄 6号公有房屋承租人：翁伟，租赁部位：三层亭子间。 上
述房屋已于 2018年 12月 3日起列入黄浦区 67街坊西块项目房屋的征收范围。

现黄浦区 67街坊西块项目的征收工作已经开始，因本公告的公有房屋承租人不
居住在上述房屋内，故无法当面与你协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宜。 请上述房屋相
关公有房屋承租人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与征收实施单位联系，配合协商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具体事宜。

公告期满后， 如你未能与征收实施单位联系， 为了保护你户征收利益最大
化，届时将由公房管理部门代为签约。

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黄浦第五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顺昌路 606号
联系人：赵经理
联系方式：63390679、63370526

公 告

■本报记者 吴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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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国际 教科卫

“脱欧”困境折射英国民主的悖论

英国“脱欧”，从2013年1月23日时

任首相卡梅伦首次提出动议，到2019年

1月29日修改后的“脱欧”协议将再度闯

关议会，可谓一波三折。 从最初的激情

澎湃，到如今的尽显疲态，英国“脱欧”

进程看似正陷入僵局。 倘若无法取得突

破，“硬脱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回顾漫长的“脱欧”进程，前首相卡

梅伦当然是始作俑者。 然而，目前英国

在“脱欧”进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是多种

力量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某种程度

上，也是这个国家在社会文化方面长期

以来存在的政治悖论的反映。

把欧盟既看作伙伴又看作威胁

首先，“脱欧”困境反映了多元文化

下何谓“英国性”的悖论。 一方面，随着

左翼社会力量的壮大，多元文化主义逐

渐成为英国公共话语空间的 “政治正

确”；但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导致原有的

“英国性”不断被稀释，由此也产生了一

定程度的身份认同焦虑。在极右翼团体

和政党等多年的推波助澜下，族群差异

被刻意放大，族群矛盾被刻意激化。反多

元文化与反移民密不可分， 其支持人群

有很大比例的重合。

就“脱欧”来说，正是此前右翼势力

对东欧、东南欧移民挤占英国就业岗位

的夸大宣传，积累了非技术岗位的中下

层英国劳动人口对欧盟的敌视。当主流

媒体、 政治力量对这类关切做出回应

时，不仅未能释放不满，反而给这种排

外的声音提供了宣传平台。当带有导向

性的数据被不加分辨地引用和转载时，

带有情绪化和种族主义性质的排外声

音就愈发响亮。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英国官方话

语一直是拥抱多元文化、欢迎并认可移

民的贡献，但结果却是导致了排外情绪

的反弹，而这种情绪是英国举行“脱欧”

公投的重要民意基础。 可以说，正是多

元文化下的 “英国性 ”悖论 ，构成英国

“脱欧”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是后殖民时代英国应如何自

我定位的悖论。英国应该联合英语系国

家， 继续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独立力量，

还是成为一个“典型”的欧洲国家？英国

对欧盟的态度可归纳为“我们希望是欧

洲的一个成员，但不是欧洲的一部分”。

历史上，英国所遭遇的重大威胁都

来自欧洲大陆，其追求的是欧洲大陆力

量均势，欧洲大陆上每次出现一个统一

的强盛国家对英国而言都是威胁。尽管

现在的欧盟与历史上的欧洲霸权不可

同日而语，但抵制欧盟演变成超国家实

体是英国的一贯政策。 同时，欧洲对英

国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

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机会主义态

度， 导致其只希望从欧盟获得利益，缺

乏对欧盟的情感认同。既把欧盟看作伙

伴，又把欧盟看作威胁；既要享用欧洲

一体化的红利，又不愿受制于欧洲一体

化；既自我认定为全球大国，又必须借

助他人的力量。英国的这种自我定位的

悖论，构成英国“脱欧”的外在驱动力，

同时也解释了英国为何在“脱欧”之后，

仍然千方百计寻求留在欧洲统一市场。

每个阶层都不愿放弃既得利益

再次，是英国民主制度的悖论。 君

主立宪、议会主权与代议制民主，本是

英国民主制的三大基石。英国的代议制

民主，从“光荣革命”后开始逐步发展完

善。然而，在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下，一

旦选举结束，决策权便全部落在职业政

治家手中。 按照英国政府说法，“脱欧”

是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所以传统

的代议制民主程度还不够， 需要采用

“公投”这种直接民主形式。 然而，早在

数千年前的苏格拉底就已指出了直接

民主制的弊端，民众由于缺乏管理国家

事务的政治知识，容易做出错误决策。

像“脱欧”这种牵扯面极其广泛的

复杂事务，需要事前进行充分的推演与

论证。 例如，目前的“脱欧”协议在北爱

尔兰边界问题上陷于僵局。这样一个重

要的问题在“脱欧”公投前几乎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谈判进行到深入阶

段才发现这个问题似乎无解。对北爱边

界问题解决不力， 是导致特雷莎·梅的

“脱欧”协议在1月15日的议会表决中遭

遇惨败的重要原因。既然这个问题是如

此重要且复杂，在“脱欧”公投前竟然未

得到充分讨论，可谓是英国民主制度悖

论的最为荒诞的呈现。

最后，是如何定义“国家利益”的悖

论。英国“脱欧”，从开始到现在，对于何

谓国家利益一直都没有清晰的界定和

共识。每个阶层都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既

得利益，每个群体都想将自身的利益最

大化，每个地区都以本地区的利益为出

发点。一是党争不断，二是各地区、各群

体利益难以协调。 （作者系上海外
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陈 琦

B王投票前罕见发声，希望“彼此耐心沟通”

英国议会下院将于 29 日投票表决

首相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 B 计划。

特雷莎·梅于本月 21 日向议会提交“脱

欧”B 计划， 然而这份新方案被质疑与

原方案几乎如出一辙，因此舆论并不看

好 B 计划在议会获得通过。

在议会投票前夕，英国女王罕见就

“脱欧”发声。因为一旦B计划遭否决，英

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据英国媒体报道， 政府正商议计划，一

旦无协议“脱欧”引发局势混乱，将考虑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甚至颁布戒严令。

25 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

出席桑德林汉姆女子协会成立 100 周

年纪念活动时，就英国“脱欧”问题向公

众发表了措辞微妙的讲话。女王在讲话

中表示，“当我们找寻新的答案之时，我

依然倾向于那些行之有效、久经考验的

方法，比如彼此耐心沟通、尊重不同意

见，一起寻找对话的共同基础，并且永

远不要失去统揽大局的能力”。

尽管没有明确提到“脱欧”，但英国

媒体纷纷指出，女王的讲话是对“脱欧”

大局发声。之所以选择这一时刻发表讲

话， 正是因为 29 日议会将迎来重要投

票表决。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毫无疑

问，女王就是在传达这一信息。 当我们

的国家元首谈到类似字眼的时候，这就

是对于当今政治氛围的一种反应。 ”

女王讲话一出炉，保守党议员们纷

纷响应。 特雷莎·梅的发言人表示：“我

们一直支持相互尊重的精神。 ”这一表

态被外界解读为向其他党派伸出谈判

的橄榄枝。

事实上，英国女王很少就政治主张

发表自己的意见。 然而，因为目前英国

国内就“脱欧”的争议已达到水火不容、

朝野难以妥协、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地

步，她的讲话可能为“脱欧”困局注入一

丝活力。

针对无协议“脱欧”可能引发的局

势混乱， 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大臣马

特·汉考克 27 日表示，英国政府或将使

用一些“非常举措”来应对。

据报道，英国政府计划引用《国民

紧急状态法》处理无协议“脱欧”后可能

发生的混乱。 按照这一法令，在紧急情

况下， 英国政府有权采取适当方法，保

障国民生命安全及资产， 并维持食物、

饮用水及能源供应。 一旦动用这部法

令，政府可施行宵禁、旅行禁令并调派

军队应对可能出现的动荡。

英国议会外关于 “脱欧” 的标语牌上写着， “支持还是反对 B 计划， 这是一个问题”。 视觉中国

安倍在新一届国会
发表长篇施政演说

日本新一届国会 28 日开幕， 为

期 150 天 ， 将于今年大阪 G20 峰会

开幕前的 6 月 26 日闭幕。 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

了近 1.3 万字的长篇施政演说， 突出

强调自己执政以来的政绩 ， 呼吁在

少子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上开创新

局面 ， 并希望推动日中关系上升至

新阶段。

安倍表示， 为应对少子老龄化问

题， 日本将继续推动劳动方式、 社会

保障体制等改革， 实现幼儿教育无偿

化， 并为女性、 老人、 残疾人等创造

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劳动环境。

为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政府迫切需要

财政支持 ， 因此希望国民能对今年

10 月消费税提升至 10%的计划予以

理解和支持。

针对日本的外交问题， 安倍强调

了其推行的 “俯瞰地球仪” 的外交策

略 ， 致力于构建符合新时期特点的

“日本强力外交”。 安倍说， 目前日中

关系已回归正常轨道 ， 希望继续密

切两国领导人往来 ， 深化两国各领

域交流发展 ， 推动两国关系上升至

新阶段。

对于日俄领土问题及两国和平条

约谈判， 安倍表示要以 “在北方领土

问题画上一个句号” 的决心来加快谈

判。 对于日美关系， 安倍强调日美同

盟虽是日本外交及安保的中心， 但日

本的核心安保政策只能依靠自身努

力， 未来日本需在新的 《防卫计划大

纲》 下进一步强化信息、 宇宙等各领

域的防卫力量构建。

针对修宪问题， 安倍表示， 希望

各党派在国会能就这一问题展开深入

讨论。

据统计， 安倍在演说中共用了 7

次 “面向平成之后的时代 ” 、 7 次

“开拓” 和 16 次 “儿童” 等字眼。 舆

论分析认为， 安倍此举意在展示其施

政方针是面向未来的开拓型政策。

此外，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

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 经济再生担当

大臣茂木敏充当天也分别在国会发

表了外交 、 财政和经济领域的施政

演说。

（本报东京 1 月 28 日专电）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教科卫版见习编辑/李欣泽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记者 朱颖婕

“光克隆”打破真实与虚幻的边界

眼见为实？上海科技馆新年首展“光

影魔术”将改变你的认知。正面看是珠光

闪闪的胸针，侧面看却空无一物；正面看

是美女，侧面看却是野兽。这种魔法般的

变化是通过一种叫“光克隆”的技术呈现

的，它能“迷惑”我们的大脑，让平面图变

成三维立体可动的图像。

这场由俄罗斯圣光机大学 （ITMO）

和希腊全息术研究所 （HIH） 共同带来

的 “光影盛宴”， 将在上海科技馆展出

四个月。

所见非所得，“看见”的是什么

在展览中， 观众可以看到俄罗斯圣

彼得堡法贝热博物馆永久藏品中的一件

“光克隆”作品《法贝热复活节加冕礼彩

蛋》，这是它首次在俄罗斯境外展出。 然

而， 这件包裹在相框中的圆润加冕礼彩

蛋， 只是一层厚度只有几微米的全息材

料，光影在这里给所有人开了个“玩笑”。

“光克隆”为何能无中生有？ 这就要

回归看见的本质。在普通人的认知中，人

们是通过眼睛看见事物， 但科学研究发

现， 视觉其实是大脑对于眼睛收集的信

息进行假设的结果。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 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主任莫逊曾

说， 人脑像电脑一样对视觉信号进行解

读， 视觉感知其实是结合过去的经验和

感官数据所做的无意识推断。 “光克隆”

正是通过这一原理“欺骗”大脑。

“光克隆”技术带来艺术创新

所有艺术创新的背后， 都有技术进

步作为支撑，“光克隆” 的出现给艺术家

们提供了展现梦境与虚幻的绝佳载体。

在一件名为《终结》的作品中，画像中的

男人因为从事某种怪异的工作染上怪

病，一位治疗师说是因为全息图的缘故，

当男人打破全息图，疾病也就消失了。

展览中， 世界最大全息图之一 《大

白鲨 》 、 全球三幅限量全息图之一的

《阿凡达 》、 限量版大幅立体图 《迈克

尔·杰克逊》 等， 都呈现出一种与以往

任何艺术品都不一样的观感。

“光克隆”技术正在改变博物馆。据策

展人介绍，只要一个激光发射盒，不管是

断臂维纳斯还是阿努比斯神像，都可以用

全息投影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使得任何地

方都有条件欣赏世界上最美的艺术品。

未来，“光克隆” 还将走进我们的生

活。 想象一下，当医生拿着一张平面 CT

图，打开却出现了一幅人体立体图；战士

在野外拿出一张地图， 铺开却呈现出如

沙盘一样的山川河流 ； 更神奇的是 ，

“光克隆” 是可以通过通信技术传递的，

在 A 点看到的形象通过手机传递到 B

点……这一切似乎预示着， 一个现实与

虚拟融合的世界即将到来。

趣解传统文化，幽默之外应有敬畏
90后小伙原创歌曲《生僻字》走红网络，引发人们对文化传承的思考———

近日 ， 一首名为 《生僻字 》 的

“高难度 ” 原创歌曲走红网络 ， 在抖

音、 微博等平台掀起 “全民斗歌” 热

潮， 并成为时下企业年会舞台上的热

门演出曲目。 “茕茕孑立、 沆瀣一气、

踽踽独行、 醍醐灌顶、 绵绵瓜瓞、 奉

为圭臬……” 伴随明快的节奏， 歌词

中的七十多个生僻字逐一考验着大家

的 “词汇量”， 尝试挑战的人们一边惭

愧于自己的 “才疏学浅”， 一边自豪于

汉字的博大精深。

从 “教你认字” 的 《生僻字》 到

“魔性” 解读诗词的网红教授， 再到古

诗新唱的 《经典咏流传》 等文化综艺

节目， 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回暖， 亘

古绵延的 “古老” 知识正与各种富有

巧思的 “年轻” 形式交相辉映。 同时，

种种全新演绎的出现也提醒我们， 对

于 “传承” 二字的理解， 还需给予更

多尊重和敬畏。

把对汉字的热爱写进歌
里，唤起大众的关注

打开抖音 App，《生僻字》是目前最

受欢迎的配乐之一，无数男女老少对着

镜头唱起这首“全网最难”歌曲，甚至连

不少外国人也主动加入了 “汉语十级”

挑战。 截至目前，《生僻字》的原唱兼词

曲作者陈珂宇已因此收获了约 300 万

个赞和近 10 万条评论。

网络之外， 歌曲的热度也在不断

蔓延 。 在一些中小学 ， 语文老师把

《生僻字》 作为 “寒假作业” 布置给学

生， 要求牢记读音， 并查阅字典了解

每个字、 词的出处和涵义。 与此同时，

这首歌还衍生出了更多创意十足的翻

唱版本， 比如山西省中医院医师改编

的中医药版 《生僻字》、 日语版 《四字

熟歌》 等。 这一连串 “化学反应” 恰

恰契合了陈珂宇的创作初衷———以一

种轻松有趣的方式， 唤起大众对汉字

的关注和记忆。

作为一名地道的 90 后苏州小伙

子， 陈珂宇发现 “又双叒叕” 这个网

络流行词常被用于形容一件事再三发

生， 虽然字面意思形象、 生动， 但他

并不认识后面两个字， 而大多数网友

和他一样 ，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 。

“我们中国的汉字 /落笔成画留下五千

年的历史/让世界都认识 /我们中国的

汉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 于是 ，

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的他， 把对生僻

字的好奇和对汉字的热爱写进了歌里。

在学界专家看来 ， 在如今这个

“人不离机” 的时代， 提笔写字成了稀

奇事， 而各种智能输入法所具有的联

想、 组词等功能， 更在一定程度上拆

解了大脑对于汉字结构的认知。 一首

《生僻字》 或许谈不上有多大的教育意

义， 但它的确牵引着很多人开始关注

汉字、 读懂汉字。

有趣却不失严肃， 才能
与传统文化亲切“对话”

随着 《生僻字》 的走红， 网络上

也渐渐分化出两种声音： 一部分人认

为， 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好歌， 不

但让人 “涨知识 ”， 还弘扬了汉字文

化；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这首歌只是

众多生僻字的生拼硬凑， 且生僻字的

实用性不强 ， 认不认识 ， 会不会读 ，

意义不大。

面对网友的热烈评论， 陈珂宇解

释说 ， 这首歌的创作前后历时半年 ，

主要的难点正在于寻找合适的生僻字

写入歌词———既要考虑押韵， 又不能

过于偏怪 。 “最开始一共搜集了 200

个， 最终选了七十多个。” 而他选定的

这些生僻字多为成语， 虽不常见， 但

并没有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 眼尖的

网友还发现， 其中不少生僻字都来自

中小学课本中的古诗文名篇 。 比如 ，

“茕茕孑立 ” 出自李密的 《陈情表 》，

“陟罚臧否” 见于诸葛亮的 《出师表》，

等等。

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

授李明洁看来， 《生僻字》 是一件有

趣却不失严肃的作品， 它代表了当代

人尤其是年轻人解读和传播传统文化

的一种探索。 眼下， 类似的案例并不

鲜见。 比如此前，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戴建业凭借一口不怎么标准的

普通话和幽默诙谐的讲课风格， 被无

数网友笑称为 “古典文学课堂里的一

股 ‘泥石流’”。 而正因为他真正走进

了诗人的生命， 才能与他们亲切 “对

话”， 重现古典诗词的现场感和生活气

息。

李明洁说， 这些不同于知识灌输

式的创新形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 但

它也适时提醒我们， 对于传统文化的

传承， 应当报以更慎重、 敬畏的态度，

避免误入传统文化幼齿化、 娱乐化的

倾向。

上海春考最低成绩控制线确定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据市教育

考试院昨天公布的消息 ， 2019 年上海

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志愿填报最低

成绩控制线为 264 分。 今年有 4.5 万余

名考生参加春考， 根据相关规定， 被春

考招生预录取的考生 （含列入候补资格

名单并最终被预录取的考生） 无论是否

与院校确认录取 ， 一律不得参加 2019

年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 、 三校生高

考、 秋季统一高考。

2019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

招生采用 “统一文化考试+院校自主测

试” 的招生模式。 考生统一文化考试成

绩总分 （含政策性加分） 须达到志愿填

报最低成绩控制线， 其中应届高三考生

还须取得思想政治 、 历史 、 地理 、 物

理、 化学、 生命科学、 信息技术七门科

目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全部合格

成绩， 方有资格参加春考志愿填报。

志愿填报将于 2 月 25 日至 26 日在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上海招考热线” 网

站 （www.shmeea.edu.cn） 上进行。 具有

春考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可以填报两个

专业志愿。 这两个专业志愿可以是同一

所院校的两个专业， 也可以是两所院校

的各一个专业。

考生在志愿填报时需注意， 一些招

生专业会设置男女比例、 身体条件等要

求 ， 考生应确保自己符合条件才能填

报。 各招生院校还会在招生章程中注明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办法， 考生也

应提前查阅知晓。

根据相关规定， 参加春考招生志愿

填报并获得院校自主测试资格的考生，

无论是放弃选择院校自主测试的时间和

地点， 还是选择院校自主测试时间和地

点后缺考院校自主测试， 其自主测试成

绩均按零分计入总分， 并参与院校后续

录取排序， 因此春考招生志愿务必谨慎

填报。

外国人唱《生僻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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