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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29歲縣長壓力太大辭職
【本報記者顧大鵬北京九日電】河北省館陶縣29歲的

閻寧去年9月出任縣委副書記、代縣長，這位最年輕縣長曾
在四年內升三次，近親中有多名高官，此事經媒體報道引起
熱議。邯鄲官方為了以示清白，曾公開其簡歷，還稱 「絕無
私弊」。不過這個話題還是在今天上午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
會議河北團的開放日上被媒體提了出來。

河北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張古江（小圖）表示，閻寧
上任後因責任和壓力比較大，
後來主動辭去了代理縣長的職
務。張古江還表示：29 歲的
閻寧任代理縣長是按照省、市
換屆政策安排的，特別是根據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條例進
行的，程序是嚴格的。而辭職
也是他自己提出來的，邯鄲市
委經過慎重研究批准和同意。

陝萬畝古梯田變博物館
在 2009 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西安安康市漢陰縣

發現了一處清代嘉慶年間所建的萬畝古梯田。近日，這片罕
見的古梯田通過中國國家文物局的驗收，將建成一座生態博
物館，建成後是我國北方第一座以不可移動文物和文化景觀
為主體的開放式生態博物館。

據陝西省文物局介紹，鳳堰古梯田墾建時期，發生了湖
廣移民、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等重大歷史事件，梯田和其
間的民居、太平堡遺址就是典型的歷史遺跡，對研究清代湖
廣移民的地域分布、生產生活及白蓮教、太平天國等歷史具
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而古梯田作為山地農業技術知識體
系的集成、農業生物的 「基因庫」，是研究農耕文化園的
「活化石」。

【圖文：本報記者賈琛璐、通訊員龐博】

廣州流感超警戒線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九日電】根據廣州市疾控中心最

新監測數據，上周流感樣病例佔內科兒科門診病人的7.12%
，超出5%的警戒線。66%的流感人群集中在15歲以下的青
少年和嬰幼兒。

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急診科主任陳子敬表示，近段
時間以來，廣州氣候變化大，特別 「回南天」反覆多次，這
是以往沒有。天氣乍熱乍冷，特別是小孩子、老人更容易
「中招」。從元宵開始，感冒的病人開始多。隨着 「回南天

」的增多，近月感冒病人有增無減。平時，病人一百五十人
左右，但現在三百人，昨天病人增至三百五十人，比平時增
加一倍多。目前，醫生、護士應接不暇，加班工作。急診病
人多，病床告急。

廣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楊智聰表示，去年，流感病例很
快回落，但今年一下子攀升，三月患者明顯增多。最新監測
數據發現，廣州流感樣病例佔門診病人的7.12%，目前發病
情況已超出5%的警戒線。楊智聰表示，三月份正是廣州流
感發生的高峰季節，估計接下來一段時間發病個案會持續攀
升。

汕頭連續大霧危害航道
最大海巡船出動保安全

【本報訊】中新社汕頭九日消息：9日，參加閩粵聯合
巡航的中國內地最大海巡船 「海巡 31」船靠泊珠池碼頭，
開始對汕頭轄區水域的巡航監管，確保水上交通安全形勢穩
定。

「海巡 31」船是中國海事系統第一艘擁有直升機起降
平台、直升機庫和飛行指揮塔等全套船載系統的海巡船，是
目前中國內地最大、最先進，現代化、信息化程度最高的
海巡船。

汕頭海事局的轄區（含搜救責任區），位於台灣海峽的
南端與南海東部之間的水域，是中國沿海南北水上交通的重
要航道，也是中國內地船舶南北航行的必經之地。近期汕頭
轄區水域水上交通安全形勢嚴峻，連續的大霧天氣對船舶航
行安全造成了一定隱患， 「海巡 31」船在汕頭轄區水域巡
航期間將對南北航行航路的船舶開展船舶安全詢問檢查，為
過往船舶提供安全服務，以確保通航環境暢通，保船舶航
行安全。

閩粵最大規模聯合巡航
此外，福建廣東兩省海事部門組織的兩省史上規模最大

聯合巡航已經啟動，範圍從珠海沿海到福建平潭島以及台灣
海峽海域。巡航將於12日抵達廈漳海域，巡查對台航線的
安全將是本次巡航的任務之一。

參加本次聯合巡航活動的包括中國最大海巡艇 「海巡
31」、福建省最大公務執法船 「海巡132」等8艘海事巡邏
艇組成。

【本報記者劉巧雄長沙九日電】湖南省湘潭市
市長近日因為做了一件 「小事」引起了熱議。

據當地媒體報道：3 月 4 日中午，一男子開着
一輛小車經過湘潭市岳塘區芙蓉中路時，隨手往窗
外扔了一顆檳榔渣。這一幕正巧被路過的湘潭市市
長胡偉林看到。胡市長當即記下了車牌，要求有關
部門調查，對違規司機進行教育和處罰。兩天後，
當地交警部門查找到了車主羅某。通過教育後，羅
某願意接受罰款 50 元，且表示改正這種影響公共
行為的不良習氣。

網民質疑小題大做
此則新聞報道出來後，在網上引起熱議。有網

友認為：這是小題大做，浪費了執法成本不說，還
凸顯出了 「官本位」思想在社會中的危害性。這麼
一件小事，假如不是市長下令查處，交警部門會花
兩天時間在路上截堵 「順手往車窗外扔了顆檳榔渣
」的 「芝麻」小事？

但亦有網友指出，市長既要抓 「大事」，也要
親力親為抓 「小事」，對損害城市文明的行為他應
該去管，這樣才能真正提高一個城市文明的整體素

質。而從抓看似 「小事」的行為也可以看出一個官
員的基本素質。

市民普遍支持市長
本報記者就此事在湘潭、長沙兩市採訪市民意

見，市民大都對湘潭市長的抓 「小事」表示讚賞。
湘潭市民張世民說，一次他去湘潭市公安局某

分局辦事，看到整個辦公樓，只要有空隙的地方，
甚至連窗台上，都扔滿了 「檳榔渣、煙蒂」， 「如
此骯髒之地，能為老百姓幹好事情嗎？」

很多市民表示，由車窗內往外隨便扔垃圾，看
似小事，實乃大事，因為長此以往會嚴重影響一個
城市的文明形象。如果我們的官員個個都像湘
潭市長關注身邊的這些 「小事」，就能使這
些社會陋習得到改善。

湘潭市長捉垃圾蟲引熱議

▶長沙環衛工人張大年支持
湘潭市長關注 「小事」 ，希
望人人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糾正陋習

劉巧雄攝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九日電】自 2004 年 11 月
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揭牌，經過八年的
發展，全球已經有 105 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 358 個
孔子學院和500餘個孔子學堂，註冊學員約為50萬
人。僅美國就有孔子學院 76 所。不過，孔子學院
總部總幹事許琳卻直言，當初對於孔子學院的定位
有偏差。未來，孔子學院面臨着如何更好地向海外
全方位介紹中國、發揮綜合文化交流平台作用的新
使命。

國家漢辦（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
）主任、孔子學院總部總幹事許琳今天在滬與復旦
大學校長楊玉良教授共同為該校新成立的 「中華文
明國際研究中心」揭幕，該中心是繼北京大學成立
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之後，在國家漢辦支持下，由
國內頂尖高校具體負責實施的又一項促進中華文化
研究 「請進來」和 「走出去」的重要戰略舉措。

許琳在致辭中指出，多年的實踐逐漸表明，當
初對於孔子學院的定位是有偏差的。以往的孔子學
院主要以漢語教學為主，而外國人其實不僅僅想學

漢語，更大的興趣在於了解中華文化、中國的歷史
和發展道路，以及中國人的生活思想狀況。從這一
意義上說，八年來孔子學院的進步不大。

許琳說，當前，孔子學院面臨着如何更好地向
海外全方位介紹中國、發揮綜合文化交流平台作用
的新使命。目前，國家漢辦已經從財政部特批的經
費中撥出一部分，建立了振興漢學研究計劃，吸引
和鼓勵全球優秀的漢學學者繼續他們的研究。而在
北大設立的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在復旦成立中華
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也將為孔子學院未來的發展提
供有力保障。

據介紹，新成立的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是以
復旦大學人文學科為基礎搭建的學術平台，以 「請
進來」為首要特色，每年為海外優秀的中青年中國
學學者提供一定的訪問研究機會，並通過學術報告
、小型學術工作坊、學術出版等各種形式，構建起
訪問學者與國內學者的全方位、多層次交流體系。
與各方通力合作，建立起漢學研究的國際學術網絡
，提升中華文明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話語權。

全球孔子學院面臨新使命

▲9日，國家漢辦主任許琳（左）與復旦大學校
長楊玉良教授共同為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揭
幕

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今日會見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時透露，2012年4
月25日至30日，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暨佛頂骨舍利赴港供奉活動將在香港隆重舉行，
這是世界佛教論壇首次全程在境外舉辦。作為世界現存唯一的佛頂骨舍利，此次赴港供
奉是舍利出土以來首次赴境外供奉，特區政府已將此列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最大
型公眾活動。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九日電】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暨佛頂骨舍利赴港供奉活動

由中國佛教協會、香港佛教聯合會、中華宗教文化交
流會聯合舉辦。王作安表示，屆時，來自世界各地的
高僧大德、學者和社會各界人士將齊聚香江，世界唯
一的佛頂骨舍利也將在香港紅磡體育館面向廣大信眾
開放瞻禮，共慶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

他說： 「香港佛教界積極籌辦第三屆世界佛教論
壇暨佛頂骨舍利赴港供奉活動，本身就表達了非常善
良美好的願望。」

供奉 「佛教三寶」 香港獨一
據典籍記載，釋迦牟尼佛涅槃後，所留下的佛牙

舍利、佛指舍利和佛頂骨舍利合稱為 「佛教三寶」，
又以佛頂骨舍利最為珍貴。此次赴港供奉的佛頂骨舍
利是2008年11月在南京長干寺遺址出土的，出土時
裝在七寶阿育王塔中。

佛牙舍利與佛指骨舍利都曾赴本港供奉，接受了
上百萬名信眾的瞻禮朝拜。這次佛頂骨舍利赴港，令
香港成為唯一一座三件寶物全部供奉過的城市。

姜在忠社長表示，大公報與宗教有着非常深的淵
源，大公報的資助人柴天寵和第一任社長英斂之都是

虔誠的天主教徒。
王作安對《大公報》多年來對宗教工作的關心支

持表示感謝。他指出，《大公報》致力於提高中華文
化影響力和傳播力，在香港及華人社會中有廣泛影響
，希望《大公報》一如既往地支持宗教工作，積極宣
傳中國的宗教政策、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實狀況和
宗教工作取得的新成績。

香港宗教界促社會和諧
姜在忠還介紹了大公報近年來在宗教方面所做的

工作，例如：2004 年積極促成並參與主辦佛指舍利
赴香港供奉的活動；2005 年參與首屆世界佛教論壇
組織籌備；2008 年參與籌備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
去年大公報創辦了 「盛世菩提」專版等。他還向王作
安介紹了大公報作為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的協辦單位
，參與論壇籌備的進展情況。

王作安指出，近年來，兩岸四地宗教交流非常活
躍。 「香港回歸時，香港宗教界發揮了積極作用，回
歸十五年來，香港宗教界為維護香港社會和諧穩定、
密切兩地之間的溝通聯繫做出了重要貢獻。」

參加會見的還有國家宗教事務局辦公室主任陳紅

星、外事司司長郭偉、一司副司長裴飆、辦公室副主
任黃志輝、新聞處處長弋揚；以及大公報總經理盛一
平、副總經理周延召、社長助理兼北京辦事處主任王
文韜、社長辦公室副主任韓紀文、北京新聞中心主任
孫志、深圳市宗教文化研究會會長易道等。

◀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
作安（右六）、大公報董
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左六
）、國家宗教事務局辦公
室主任陳紅星（右五）、
大公報總經理盛一平（左
五）、國家宗教事務局外
事司司長郭偉（右四）、
大公報副總經理周延召
（左四）、國家宗教局一
司副司長裴飆（右三）、
大公報社長助理兼北京辦
事處主任王文韜（左三）
、深圳市宗教文化研究會
會長易道（右二）等會見
後合影

張靖唯攝

近幾日網上瘋
轉的一條新聞──
「武鋼 390 億養豬

」。標題很嚇人，
相比當初網易丁磊養豬就弱爆了。

文章稱， 「全國人大代表、武鋼總經理鄧
崎琳透露，今年武鋼準備建萬頭養豬場」。可
是，文章繼續說，鋼鐵俠養豬種菜，這不是突
發奇想，而是鋼企向「非鋼」轉型計劃的一部分
。武鋼計劃今後四年對非鋼產業投資390億元
，除涉及高新技術、鋼材深加工、礦產資源開
發、 「萬頭養豬場」等外，還將成立 「城市現
代服務公司」，開展燃氣、電力等項目合作。

原來，養豬只是武鋼非鋼產業的很小一部
分。

搜索一下，找到原作者原標題──鋼鐵俠
養豬種菜，武鋼向 「非鋼」轉型。然而， 「武
鋼養豬」的標題一出，民意嘩然，評論齊出。
390億養豬，怎生了得？你武鋼大型國企，拿
着國家的錢不務正業；亂搞，不贊成這個轉型
方向……針對此事評論者幾乎是只看標題就開
罵，更加堅定了受眾關於這一事件的定性。

網民已形成了非線性、跳躍式、瀏覽式的
閱讀習慣， 「望題生義」，已無暇顧及新聞具

體內容。
最新消息是，當事記者因不堪壓力，於今日凌晨專門發

出關於此報道的說明，以證清白。假若轉載編輯嚴謹些，讀
者沉靜些，恐怕就會明白，武鋼還在煉鋼，養的豬也不是
390億的金豬，至多不過是綠色生態豬罷了。

【本報北京九日電】

釋迦牟尼佛涅槃後，所留下的佛牙舍利、佛
指舍利和佛頂骨舍利合稱為 「佛教三寶」，又以
佛頂骨舍利最為珍貴。此次赴港供奉的佛頂骨舍
利是2008年11月在南京長干寺遺址出土的，出
土時裝在七寶阿育王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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