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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积雪庐#在微博上公
布了几张摄于榆林当地的照片!称
"我的朋友去榆林看到长城被推平!

然后在上面盖房子! 请大家帮忙扩
散!严重谴责这种破坏长城的行为$#

照片上一台黄色的推土机停在一段
古长城烽火台下! 紧贴着长城! 已
经砌上了一段砖墙% 紧接着! 有媒
体报道! 当地一位文管部门官员在
受访时称! "这段长城为明长城!

但我们并不对此负责&! 再度掀起轩
然大波% 许多网友表达了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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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破坏的古长城!位于陕西省榆
林市榆阳区镇北台吴家梁村附近!距
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的镇北台
有约两公里%

日前!记者赶到当地!发现工地
已停工%现场仍保留围着长城的红砖
墙和几辆黄色的推土机!平整的地面

已挖出两个大坑! 里面打上了钢筋%

这块平地的两侧!可清楚看到土夯的
古长城墩台%

"这段长城不是我们破坏的!来
这里开工之前就已经是断了的&% 私
营业主朱建平说!他今年才与吴家梁
村三四组签订了租地合同!准备在这
里建一个水泥制品搅拌厂%工程进行
一部分后!因手续不全!早在一个月
前就被当地城建部门责令停工!并拆
除了一半的简易工房%

榆阳区文体事业局文管办主任代
锋证实了朱的说法%他说!这里六七十
年代起曾是砖厂%当地农民烧砖取土!

这一段明代古长城墙体就曾遭毁坏%

砖场倒闭后!这里又变成驾校!直到去
年合同到期! 当地农民又将土地租给
私营老板建厂%记者发现!"顺达驾校&

的指引牌仍立在路口尚未拆除%

对媒体曝光的"我们并不对此负
责&之说!榆阳区文体事业局负责人
予以否认% "文管办负责人回答说在
明长城保护范围内坚决不允许修建!

但出了保护范围不属于文物部门管
理% 媒体断章取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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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榆阳区文体事业局下
达了处理意见!明确表示(现在的搅
拌厂办公区占用的原煤砖瓦厂厂址!

和为防止流沙用红砖砌护的一段长
城!都在明长城保护范围内% 新建的
搅拌厂一无任何城建审批手续!二未
到相关文物保护部门办理文物勘察
申请!属违章修建%鉴于此!文管部门
研究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违章建
筑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强制拆除!对当
事人按照文物保护法进行处罚%设立
保护标志牌等%

实际上!目前搅拌厂已经停工待
迁%经城建)文管等部门协商!厂址换
在另一处离长城''米远的地方* "但
手续还没办下来!工地就没敢搬迁&*

朱建平说!"前期投入的几十万元肯
定是打水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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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记本&的概念已经快被"笔
记本电脑&所取代的时代!数天前人
人网上传的+爷爷的笔记本!有民国
的纸墨香, 相册曾感动了无数网友!

大家不禁感慨'那时候&治学的严谨!

日前!人人网上再次惊现超有气质的
文艺电气男的笔记本*这位电气男的
学习精神令人感叹的同时!网友也赞
叹其绘画天分(这位童鞋当真不是学
美术的-

人人网网友最近又上传了包含
#(张照片的+那些年!一个文艺电气
男的笔记本,! 这套相册的年代可以
从笔记本的封面略知一二( 咖啡底
色.松鹤延年的图画.'东方红&的题
字.硬纸材质的封面已经严重磨损褪
色//看起来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左右的学生笔记本* 再看内页!规规
矩矩的小楷字. 仔仔细细的绘图!笔
记做的精美详尽!比如随便翻开"修
理工具&其中一页!左边画了一大一

小两把螺丝刀! 右边是文字介绍!名
称(螺丝刀!别名(螺丝拔.螺丝批.起
子! 接下来是 "用处&."规格&."用
法&."注意事项&等详细介绍!下一页
是活动扳手! 再下一页是套筒扳手.

老虎钳//文字相当清晰具体!甚至
连"螺丝刀不可将刀口磨尖&等"废
话&也工工整整记在上面* 而绘画则
尤为给力!可以看出此君素描功底不
俗.画风也相当科学严谨!笔尖甚至
细化到一个扳手的纹路和角度阴影!

画面上还清晰标明尺寸和比例尺!一
目了然! 从文字与绘图的配合度来
看!此君的笔记堪比教科书!简直是
"高保真&*

网友在惊叹的同时感慨("这人
才应该从事艺术绘画! 而非机电专
业&"也说不定他喜欢的是画画而不
是电气!学电气是被逼无奈- &"不去
上美院还真是有点可惜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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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网友"东三环的雨&在优酷
网上发布题为 +一名普通管道工的音
乐呐喊+天高地厚,!超越原唱!有木
有$$ ,的视频(一个身着橘色排水工工
服的小伙子!抱着一把吉他!坐在简陋
的单人床上! 神情专注地弹唱了一曲
信乐团的+天高地厚,*

视频引发大量网友关注! 好评如
潮!转载踊跃* 目前该视频在优酷网上
的播放次数近%#$万! 有近#(((条评
论* 无数网友被小伙子动情的歌声和
朴实的外表感动!有网友称他是"天津
版的旭日阳刚&!有网友说"高手在民
间&!有网友称"他一开唱!这个世界都
安静了&$

视频中的小伙子叫孙洪亮! 具体
工作是"下水管疏通工&* "中国网事&

记者通过孙洪亮供职的天津市塘沽区
市政工程局排水管理所联系到他* 孙
洪亮对自己的身份非常坦然("我就是
一个工人* 工作时穿工装!倒班或休息
时就是休闲装* &"但我们工人穿上工
装兢兢业业地工作! 脱下工装可以站
到舞台上去唱歌* &

关于自己网络上的这段视频!孙
洪亮说("今年)月中旬!一位多年未见
的老友来找我叙旧! 顺便让我录了一
段唱歌的视频!想拿来0震1一下在北
京唱歌的朋友* 当时正值午休时间!我
连衣服也没换! 拿起吉他就唱了一首
+天高地厚,!没想到!这段随便录制的
视频竟然被朋友传到了网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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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孙洪亮! 两三
岁时就开始了自己的2舞台生涯#* 只

要大人一张罗('洪亮唱一个* #小洪亮
就会拿手电筒放在嘴边当话筒! 用两
条枕巾绑在胳膊上当水袖! 站在床上
依依呀呀. 摇头晃脑的学戏曲中的片
段!唱完以后还鞠个躬!道声谢谢!总
是把那些大人逗得前仰后合*

孙洪亮的唱歌梦想在"'岁半的时
候终于得以实现! 那一年洪亮第一次
离开了家!到全国各地去赶场子唱歌*

回忆起那时的日子!虽不很富足!却也
自由而快乐*

但是! *(('年父亲突发意外! 正
在外面奔波演唱的孙洪亮赶回家中
时! 看到的已是陷入深度昏迷. 无法
辨识自己的父亲* 父亲离去! 孙洪亮
就再也没离开过家* '家中唯一的男
人倒下了*# 孙洪亮说! '从此以后!

我就是家中唯一的男人! 我就是家里
的支柱*#

孙洪亮换了电话号码! 割断了与
过去生活的所有联系* 在父亲曾经工
作过的单位!当起了下水管疏通工* 曾
经弹吉他的手拿起了铁锹和镐头!磨
出了厚厚的茧子* 孙洪亮在开始几年
的确很郁闷!'七八年3唱歌4的努力!

一下子就半途而废了! 但是为了撑起
家庭!照顾妈妈!我必须做出决定!融
入完全不同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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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视频!孙洪亮一夜爆红*

孙洪亮坦言自己现在有些"懵&(各种
媒体采访!节目录制邀约不断!平静的
生活已经被打破* 但是大多数邀请都
被孙洪亮一一回绝了*

"面对可以重拾少年唱歌梦想的
机会!我并不是不心动* &孙洪亮说!

"但我感觉很多节目就是想拿我来炒

作!现在很多人都关注底层!在底层发
现明星!大家才会感兴趣* 我的确是一
个工人! 但是我不想用这个来吸引眼
球!否则就是给工人抹黑* &

"我只想通过我的歌声而不是身份
走上舞台!否则就是炒作了$ &孙洪亮
说*

问及以后的规划! 孙洪亮坦言(

"如果是在五年前! 做一个职业歌手.

获得众人的关注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情!但是现在!如果要为了唱歌再次去
四处漂泊!一年到晚不着家!我恐怕只
有舍弃* &父亲的去世!五年工人生活
的历练! 已经让孙洪亮的想法改变了
很多!"我的确想唱歌! 并站在更大的
舞台上* 但是真的完全走这条路!还没
做好准备* 我只想把舞台唱歌作为自
己的兴趣爱好!就像京剧票友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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