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消息：正在舉行的全國兩會上，
由歸真堂上市引發的 「活熊取膽」風波繼續發酵。國
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4日表示，目前熊膽入藥
尚無替代品。衛生部部長陳竺則以 「兩害相權取其輕
，兩利相權取其重」回應人的生命權與動物福祉兩相
衝突這一議題。《讀書》雜誌執行主編賈寶蘭連續第
三年提案建議取締這一 「本質殘忍」的行為，著名作
家馮驥才及畫家韓美林也聯名提案加入炮轟 「活熊取
膽」陣營。

兩會上，一顆熊膽牽動着許多委員的心。據新京
報報道，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在政協會議召
開期間表示，包括虎骨、麝香、犀角、熊膽等一些動
物藥和名貴藥材有上千年歷史。臨床證明，這些藥材
的作用到目前為止無法替代。

王國強：尚無替代品
針對歸真堂活熊取膽所引發的爭議，王國強對新

京報記者表示，熊膽之爭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雖
然為了人類生存需要，動物權利應當讓位於人類福利
，但在動物向人類作出奉獻時，人類應盡量減少動物
的痛苦。王國強認為，人工養殖熊引流取膽汁， 「跟
殺熊取膽不一樣，是很大的進步」。

他說，活熊取膽是合法的，但未來會加強科學
研究，希望盡快研究出替代這種動物藥的產品，
雖然 「要研究替代品難度肯定很大」。王國強同
時強調，需防止熊膽粉趨向保健品方向發展，不贊
成把熊膽粉無限制擴大使用範圍，形成保健品、禮
品。

能否替代中醫有發言權
報道續稱，衛生部部長陳竺同日在被問及活熊取

膽爭議時表示，當人的生命權與動物福祉發生衝突時
，例如 「活熊取膽」事件，界定合理與否的標準，應
該是 「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

陳竺表示，如果能通過其他材質與方法，研發出
治病藥物，那麼不應該以犧牲動物為代價。但對於
「活熊取膽」是否不可替代，他說， 「這方面還是中

醫有發言權和判斷權」。

賈寶蘭：並非救命藥品
早已於 2010 年、2011 年連續兩年提出《關於禁

止活熊取膽的提案》的《讀書》雜誌執行主編賈寶蘭
今年再次提交議案呼籲改善《動物保護法》，取締
「活熊取膽」。

針對熊膽入藥尚無替代品的說法，賈寶蘭表示，
目前熊的膽汁主要用於清火去毒，好多草藥都具有這
種功效。她認為，熊膽目前主要是用於調理，而非醫
治致命疾病，完全可以在不影響主要治療效果的情況
下，使用不含熊膽的藥物。

提案：取締不文明獲利
至於熊疼不疼的問題，賈寶蘭直指， 「這個討論

我覺得很荒誕」。相對於動物可適度做犧牲來救人的
倫理觀點，她認為，人和動物的道德倫理實際上關係
到人類文明，雖然歸真堂對待熊的方式有所改善，但
「取膽條件改善難改殘忍本質」。

另據中新社報道，作家馮驥才和畫家韓美林在此
次兩會上也聯名提案稱，無論是先前鐵馬甲式的虐熊
，還是現今的造瘻引流， 「活熊取膽」都是非人道的
，是為現代文明社會所不能接受的。

馮韓二人認為，將國家二級保護動物作為賺錢工
具，如此 「惟利是圖」有損國家的文明形象。兩人建
議政府有關部門，會同相關專家進行調查研究，規範
行業道德，建立法規明令取締這一非人道、不文明的
獲利手段。

重慶市澄清王立軍傳聞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星期二8中國新聞責任編輯：呂 陽

黑河將辦黑瞎子島旅遊
【本報訊】新華社哈爾濱五日消息：記者從黑龍江省黑

河市政府了解到，該中俄邊城將開通黑河─嘉蔭─蘿北─撫
遠─黑瞎子島等多條乘船探索神秘中俄界江的 「黑龍江之旅
」旅遊線路。

據了解， 「黑龍江之旅」活動確定在每年六月下旬至九
月上旬期間進行，共設旅遊線路4條。A線為黑河市區─俄
布市潔雅河口段，並可進行夜間遊覽；B線為黑河─嘉蔭─
伊春單程2日遊，可遊覽沿岸6個景區景點，包括愛輝歷史
陳列館、知青博物館、茅蘭溝國家森林公園、嘉蔭縣恐龍博
物館等；C線為黑河─嘉蔭─蘿北─鶴崗單程3日遊，可遊
覽沿岸8個景區景點，包括黑河區域內各大著名景點及蘿北
龍江三峽國家森林公園，名山島旅遊區等；D線為黑河─嘉
蔭─蘿北─撫遠─黑瞎子島單程 4 日遊，可遊覽沿岸 11 個
景區景點，包括三江口風景區、愛輝古城街津口赫哲族民俗
旅遊區等。

官版水煮魚 規範用油
【本報訊】據中央社消息：為確保重慶名菜麻辣水煮魚

的正宗及飲食健康，重慶官方近日發布 「麻辣水煮魚烹調操
作技術規範」，明定烹煮1斤魚只能用5兩油。

水煮魚自重慶渝北區發跡，之後一路紅遍全中國大陸；
據渝北區餐飲行業協會調查，光在重慶就有超過 3000 家餐
館在做水煮魚。

雖然多數人對水煮魚的麻辣鮮香流連忘返，但礙於油多
、辣椒多、花椒多這「三多」恐對健康不好，讓民眾敬而遠之。

為了維護健康及保有水煮魚的正宗，《重慶商報》報道
，渝北餐飲行業協會於是負責起草 「規範」，再由重慶市衛
生局官方網站公布。

報道形容，規範內容詳細到1斤水煮魚用多少油、花椒
、辣椒甚至連薑、蒜用量也都規定清楚。

渝北餐飲行業協會會長陳遠光表示，制定 「規範」除了
確保品質安全，更希望讓渝北水煮魚朝標準化、產業化等方
向發展。

至於規範出台會不會讓商家失去特色？有店家表示，規
範只是一個大框架， 「同一份菜譜，不同人做出的味道肯定
還是不一樣。」

據了解，這份 「規範」僅限於麻辣味型的重慶渝北一些
水煮魚專賣店、連鎖加盟店等。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五日電】 「做好事不留名
」， 「做了好事要像雷鋒叔叔那樣悄悄離開」，這些
耳熟能詳的話，在中國幾十年的學雷鋒活動中曾被當
作教育孩子的樣板，並被視為高尚行為。但在5日第
49 個學雷鋒紀念日和深圳義工日這天，一批實名義
工出現在深圳街頭。他們勇敢地把名字印在身上的紅
馬甲上，自豪地學雷鋒做好事。

為服務市民，弘揚志願精神，深圳組織數十萬義
工舉辦200多項主題特色活動，開展自去年提出 「志

願者之城」之後最大規模的義工活動。深圳市建設
「志願者之城」領導小組辦公室5日向全體市民發出

倡議：讓我們日行一善，從身邊小事做起。

紅馬甲 「曬出」 責任與自豪
不同於以往的低調做善事，深圳團市委、市義工

聯為部分主動申請的義工量身製作了 「實名制」紅馬
甲，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增強義工服務的自豪感，另
一方面也鼓勵市民對義工服務進行監督。

日前，深圳義工陳一鳴在微博上曬了一張自己身
穿實名馬甲的照片，並寫道： 「我的義工服，義工編
號52189。」網友們紛紛對陳一鳴的義工服表示喜歡
，讚揚其 「外帥內美」。陳一鳴高興回應： 「以後天
天放在車上，走到哪裡，就義工到哪裡。」

陳一鳴的舉動引起很多正面效應，很多義工紛紛
效仿，在3月5日大膽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義工服出
現在深圳街頭，表示將負起責任，一諾千金！

街頭上的 「實名雷鋒」受到了深圳市民的歡迎。
一些市民專門記下他們的名字和義工號，甚至請他們
簽名留念，還有市民和他們合影留念。

市民王先生表示：做好事留名在當下更需要勇氣
，應該創造一個人人都做好事，不做壞事的良好氛圍
。做好事留名，就是要深化人們的感恩之心。

一位法律人士表示：中國人愛面子，總覺得 「做
好事留名」有邀功之嫌。其實，從法的角度來看，在
「該留名」的時候留名，是一種責任。

做好事請留名
深圳實名雷鋒出街

蘇福功：少林景區不會摘牌
【本報訊】據新華社五日消息： 「少林景區在發現問題

後，進行了大規模的整頓。從我個人講，國家旅遊局的檢查
對少林景區是一個很好的促進。」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
開幕前，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旅遊局前局長蘇福功被記者
「堵」在了人民大會堂東門廣場。

去年，少林景區因管理混亂， 「距離5A級旅遊景區標
準差別較大」，被全國旅遊景區品質等級評定委員會要求
「限期整改」。作為 「禪宗祖庭」和 「少林武術發源地」，

少林寺歷來備受關注，多年來已經成為國內外遊客重要的旅
遊目的地之一，此消息一經傳出，立刻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您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旅遊局前局長，您對少
林景區有哪些期望？」記者問道。

「經過有效地整改，我認為少林景區不會被摘牌。但是
，5A級景區的牌子不是終身的，搞得好繼續保留，搞得不
好就會摘牌。」蘇福功說， 「少林景區我非常熟悉，一年總
要去十次八次。那裡的遊客人數、構成和景區管理都要進一
步研究規範。」

大會馬上就要開始，蘇福功本來還想說說對少林景區的
建議，但是只能說了句感謝的話，匆匆走上人民大會堂的台
階。

黃山入選全球可持續旅遊區
【本報訊】黃山風景區管委會稱，全球可持續旅遊委員

會（GSTC）理事會已經批覆中國黃山入選 「全球目的地可
持續旅遊標準實驗區」，這是該項目自啟動以來，唯一一家
亞太地目的地入選。

中新社引述黃山風景區管委會主任程亞星表示，近年來
，黃山恪守 「環境影響最小化、經濟產出最大化、社會效益
最優化、遊覽體驗最佳化」四位一體的理念和願景。黃山的
可持續發展理念與實踐，先後得到了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等國
際組織的充分肯定。

全球可持續旅遊委員會（GSTC）由聯合國基金會
（UNF）、聯合國環境署（UNEP）、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UNWTO）於2010年8月在美國華盛頓發起成立。GSTC
於2011年10月啟動 「全球目的地可持續旅遊標準實驗區」
項目，在全球範圍內選取5個不同地域、不同類型目的地作
為實驗區進行試點。

經國際專家嚴格評審與篩選並且經投票決定，黃山作為
亞太地區唯一一家目的地入選。同時入選的首批實驗區還有
：哥斯達黎加共和國、美國懷俄明州鐵盾縣（黃石、大鐵盾
兩個國家公園的門戶地區）、墨西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西
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首府巴塞羅那。

【本報記者韓毅北京五日電】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今天表示： 「已
確定 3 月 9 日是重慶團的開放日，
到時我們會一一回答記者朋友們的
所有問題。」

黃奇帆今天下午在駐地房間接
受本報專訪時透露，今年渝富集團
要牽頭在香港建立窗口公司，類似
於上海實業、北京首創，廣東粵海
。該公司不僅是窗口公司， 「而應
該叫做重慶在海外的資本基地公司
」。該公司上市以後，在海外、香
港、重慶三個方向投資，資金來源
將充分利用香港資本市場。

專訪結束後，市委書記薄熙來
突然出現在重慶團門口，一名年輕
的男記者跳着腳試圖採訪，現場的
幾個警衛急忙攔阻。薄熙來叫警衛
不要為難記者，並微笑着問： 「你
是重慶人？」這名記者回答： 「我
不是，但我想娶重慶的媳婦。」薄
熙來哈哈笑着回頭指着黃奇帆說：
「那你得向黃市長申請。」

旁邊的黃奇帆大聲告訴圍攏過
來的記者群說： 「已確定 3 月 9 日
是重慶團的開放日，到時我們會一
一回答記者朋友們的所有問題，歡
迎大家都來。」

▲ 「活熊取膽」 成為今次全國兩會眾委員關心話
題之一。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5日表示，建議
國家立法取締活熊取膽 中新社

陳竺談活熊取膽：兩利取重
人的生命權與動物權利交鋒

▲ 正在整
改中的少
林寺一角

新華社

中新社記者：你能否介紹下王立軍一
事的最新情況？

發言人：據我所知，王立軍目前正在
接受國家有關部門的調查，調查工作也取
得了進展，經過國家有關部門全面深入調
查後，中央將會嚴格依紀、依法作出處
理。

中新社記者：有網上和媒體說事件發
生後，黃奇帆市長帶了 70 輛警車去成都
，請問是否確有此事？

發言人：黃奇帆、陳存根、徐敬業三
位領導確實是受市委、市政府委派，前往
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與王立軍見面。見
面後，幾位領導對王立軍進行了嚴肅認真
而又耐心細緻的勸導，王立軍也表示願意
離開美國總領館。國家有關部門領導也派
人進一步對王立軍做了思想工作，當晚，
王立軍自願走出美國駐成都總領館。

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你們，只有黃奇
帆、陳存根、徐敬業三位重慶市領導和市
政府秘書長一起去的，根本不存在 70 輛
警車一說。這一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完全
是造謠。同時，我也看到了網上一張裝甲
車的照片，經有關技術部門鑒定，是屬於
PS 的。對網民和媒體對王立軍一事的關
注我們表示理解，但我們希望網民和媒體
能夠更客觀、理性地發聲。

中新社記者：有網上和境外媒體說，
在美國駐成都總領館，黃奇帆市長和重慶
方面的人要將王立軍帶回重慶，請問是否
有此事？

發言人：絕無此事，純屬造謠。王立
軍一事的處理，重慶自始至終在國家有關
部門的領導下，積極配合地開展工作。事
發後，市委立即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要求
堅決配合中央有關部門進行調查，同時維
護好重慶發展穩定大局，全力配合調查取
證工作。

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在答問中強調
，重慶前一階段 「打黑除惡」、建設 「平
安重慶」的成績是突出的，人民群眾是滿
意的，中央領導也是充分肯定的。這些成
績，是按照中央的部署，在市委的堅強領
導下，紀檢監察和政法系統各單位共同努
力的結果，絕不是某一個人的行為。王立
軍一事，絕不能否定全市政法工作取得的
成績，更不會影響重慶改革發展的大局。

▲重慶市代表團全體會議上，薄熙來
（左）與黃奇帆交談 本報記者韓毅攝

指70輛警車說法無稽 裝甲車是偽照
【本報訊】北京全國兩會期

間，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接受
了中新社記者的訪問，就海內外
媒體關注的王立軍事件作了介紹
，並澄清了外界關於此事的一些
不實傳聞。

重慶團周五對媒體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