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濱海新區推出濱海新區推出1616條旅遊線路條旅遊線路
從本月開始，濱海新區將推出 「50萬市民遊濱海」活動

，並打造16條精品線路，讓遊客暢遊新區。濱海新區將在繁
華地段建立旅遊集散地，重新升級推出愛國教育遊、濱海新
區遊、濱海工業遊、重點區域休閒遊等16條精品旅遊路線和
新城新貌遊、濱海夜景遊等雙層敞篷旅遊觀光車專線，全面
展示濱海新區改革發展建設亮點。此外，新區旅遊項目還增
加了 「十大戰役」發展成就遊等新線路，充分展示新區在開
發建設中取得的成績。該活動的推出，將吸引至少50萬市民
來新區觀光旅遊。

記者從天津市旅遊局獲悉，據統計，清明小長假三天假
期，全市共接待中外遊客96.23萬人次，旅遊總收入3.35億元
，創歷史同期最好水平。其中濱海休閒遊勢頭強勁。據了解
，節日期間許多中外遊客前往濱海新區參觀遊覽。人們盡情
地看濱海新景新貌、觀新興產業基地、登航空母艦、賞海洋
動物、品北塘海鮮、逛外灘公園，構成了多姿多彩的春遊畫
卷。濱海航母主題公園在小長假期間舉辦了第四屆航母風箏
節，三天共接待中外遊客5.25 萬人次。天津極地海洋世界遊
人如織，海豚、海獅表演讓遊客大飽眼福，三天假期共接待
中外遊客達6.8萬人次。北塘特色旅遊區吸引了北京、河北、
山東等地的遊客前來觀光購物、品嘗美食，三天客流量超2萬
人。

據新區商務委相關負責人介紹，未來新區將重點建設塘
沽城區、開發區、中心區、中心商務區、大港城區、南港生
活區、漢沽城區、濱海旅遊區等八大商圈，形成完善的商圈
布局，商圈聯動，共同發展。

佛協全面核定教職人員
花和尚被抓 曝光魚目混珠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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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百所私塾隱身深圳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九日電】9日上午，
全國性宗教團體9位新聞發言人首次集體亮相。

在全國性宗教團體新聞發言人記者見面會上
，行過各自的宗教禮儀後，中國佛教協會新聞發
言人普正法師，中國道教協會新聞發言人孟至嶺
道長，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新聞發言人馬中平，中
國天主教一會一團新聞發言人楊宇神甫，中國基
督教全國兩會新聞發言人闞保平牧師，中華基督
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
會新聞發言人王承思分別介紹了各自團體的基本
情況及今年的重點工作安排，並就媒體關心的話

題回答記者的提問。
普正法師介紹稱，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

」將於本月 25 日至 27 日在香港舉行。本屆論
壇以 「和諧世界、同願同行」為主題，共設 7
個分論壇。這是回歸以來在港舉辦的最大型的
國際宗教會議，將會有來自全球 50 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千餘名高僧大德、佛學權威和知名人
士參加。

近年來，各全國性宗教團體高度重視宗教方
面的新聞發布工作。各全國性宗教團體於 2011
年底建立新聞發布制度。

本月25日起在港舉行

世界佛教論壇籌備就緒

【本報記者劉亞斌、賀鵬飛蘇州九日電
】清明期間蘇州太湖發生4死4傷的遊艇事
故，因遊艇駕駛員鳳克爾被指見死不救激起
輿論憤怒。大公報記者走訪發現，除了個人
的冷漠，此次事故亦暴露出當地長期存在的
遊艇管理亂象。

4 日下午 1 點，上海稻草人旅行社攜大
學生團隊 24 人在蘇州太湖乘坐快艇從三山

島返回西山島時，撞上前面兩艘貨船中間的鋼纜發生意
外。這一事故共造成4名上海大學生身亡，4人受傷。

6日晚，鳳克爾以及兩艘重載船駕駛員已經以涉嫌
危險駕駛被刑拘。而蘇州有關部門8日稱，鳳克爾的乙
醇含量鑒定報告顯示，確定他為酒後駕駛。

而在鳳克爾被刑拘的當晚，江蘇衛視曝光的一段事
發時視頻顯示，在出事遊艇靠岸後，有學生發現船上少
了同學，哀求鳳克爾開展搜救。但鳳克爾一共說了8個
沒有，堅決否認有人落水，拒絕搜救，引起輿論喧嘩。

據了解，鳳克爾今年 52 歲，原先駕駛大船，同石
公山碼頭大多數船東一樣，10 年前自購快艇在太湖邊
做起生意。

記者近日找到他的居住地──離石公山碼頭約3公
里的石公村，發現大門緊鎖。鄰居說，事故發生後，他
家裡就已無人居住。據一位自稱與他相熟的某農家樂王
老闆說，鳳克爾是土生土長的蘇州西山人，平時很老實
。據當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這裡快艇經營模式類似於
出租車，遊艇係自己所有，且自負盈虧，但要掛靠在蘇
州旅業發展公司，每年上交千元左右的稅費，並由海事
部門統一檢驗和頒證，但平時管理非常鬆散。

另有當地人士表示，蘇州太湖中運送旅客的船隻除
私人經營的小型快艇外，還有公司經營的稍大型遊艇。
不過這些船隻的安全意識均比較淡薄，平時行駛速度過
快，且船上人員大多不穿救生衣。另外，太湖以往也曾
多次發生遊客落水事故，但由於沒有傷亡，並未引起駕
駛員及管理部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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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和尚就被認為是出家之人、遠離繁雜塵世的清修之人。
可如今，關於和尚的是是非非卻多了起來。

近日兩個自稱 「北京和尚兄弟」的男子在網絡上鬧得沸沸揚
揚。據網上流傳的視頻與照片，兩名穿 「海青」僧袍的花和尚
和女伴在地鐵裡喝酒、到銀行存巨額現金並與女伴在酒店開房，
其大膽舉動顛覆世人對僧人遠離紅塵的通俗想像。

佛協籲各界曝光假和尚
兩位花和尚隨即在網絡迅速躥紅。記者在新浪微博見到，

兩人還開通了 「北京和尚兄弟」的微博。頭像中兩人手捻佛珠
，目前僅發了 3 條微博，但評論已達數百條。網友紛紛質疑兩
人炒作。

7日下午，兩人又來到北京法源寺再度裝神弄鬼，偕同女伴
在寺內擺 Pose 拍照，其不倫不類的舉動引起寺內居士和法師的
注意，被逮了個正。二人隨後被警方帶走接受調查。

中國佛教協會新聞發言人普正法師今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該事件中兩名身穿僧服男青年的所作所為是對佛教形象的詆毀
，傷害了廣大佛教徒的感情，也違反了中國的宗教政策法規，佛
教界對此十分憤慨。

普正法師同時呼籲有關部門對此事件進行嚴肅查處，以保護
真正佛教僧人的合法權益。他同時也呼籲社會各界，對此類事件
進行深刻揭露和澄清，使其沒有容身之地，還佛門一個清淨。

認定名單將可網上查詢
這兩個冒牌和尚並不是個例。內地時下常有一批打 「和尚

」旗號的不法分子。他們通過賣假藥、兜售所謂高僧開過光的
「護身符」，廣聚不義之財，嚴重損害了佛門的形象。而就在今

年年初，浙江兩家寺院的監院竟被查出是逃亡17年的殺人犯，
令人瞠目。

對於時下和尚真假難辨的問題，普正法師表示，佛教界正在
全國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教職人員身份認定工作，以便於 「今後
對假冒僧人以及惡意詆毀形象僧人能夠盡快了解。」

另外，為加強內地宗教教職人員隊伍建設，國家宗教事務局將
在今年內完成全國教職人員認定備案網上查詢系統的建設工作。

私塾與義務教育，究竟是相輔相成還是水
火不容？許多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對此意見不一
。支持者認為，私塾是重振國學的直接方式。
反對者直言，私塾教育並不適應現代生活。而
教育專家則建議，應該將私塾納入公共教育體
系，成為義務教育的有效補充。

據悉，內地私塾的辦學，大多秉承台灣著
名教育學者王財貴 「老實大量讀經」的理念。
在他看來，大陸的教育正在成為功利主義的工
具。他主張利用13歲以前人生記憶的黃金時期
，讀誦中國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經典。而13歲後
，應主要以解經、各種專學為主。

這種觀點，在許多年輕家長心中引起共鳴
。一位家長說， 「現在義務教育學的東西有多
大意義？雖然國家有法規，但如果我認為孩子
實在不適合某些規定，放棄行不行？」

雖然 「現代私塾」的實踐者們有美好的願
景，但畢竟沒有成功的實踐範例，家長如何安
之若素？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吧。孩子學了多

少並不在意。他沉浸在國學經典中，這種薰陶
就會受益終生。」李女士表示，自己 4 歲的兒
子讀經已經有2年多了。

朱智通讀經三年，由一年級的低等生變成
了三年級的小隊長，現在還是學校合唱團的團
長。她母親麻女士說，讀經讓孩子進步，使她
在學校的學習生活快樂。

而來自長春的11歲疆雅木說，讀經後使自
己的心胸打開了，而八卦走轉有增強了自己的
體質。他表示，不想再回到學校，而要師承學
習中醫，造福世人。

女兒剛滿 5 歲的趙女士認為，私塾教育通
過體悟、最終內化的方式給人一種道德上的
薰陶。對於孩子的未來，趙女士規劃好了兩
條出路：13 歲以後，或者出國或者回歸體制
內教育。

智勇私塾堂堂主藍晟認為，私塾的教育是
自由的，形式是活潑的，可校正現代教育的標
準化。 【本報深圳九日電】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九日電】國學熱方興未艾，「私塾
」這種古老的家學也重現當代社會，且有遍地開花之勢。
據深圳業內人士透露，僅深圳就有近二百家私塾，遍布於
深圳的住宅小區，估計約五六千學生游離於體制外的教育
系統。

深圳最早的私塾是成立於 2004 年的儒願學堂，位於
梧桐山腳下。起初私塾只開業餘班，學生假期來讀經，但
從 2008 年起改為全日制模式，學生吃住都在私塾裡。目
前儒願學堂已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共30多名，年齡從3
歲到16歲不等。

教材多涉中外經典
由於風景秀麗，遠離市區，梧桐山後來相繼興起十幾

家私塾，其中最大的鹿鳴學堂，收生已超過百人。
據深圳業內人士透露，目前大約有近二百所大大小小

的私塾隱藏在各個住宅小區中，最小的私塾只有幾個學生。
據了解，目前深圳私塾的教材普遍集中在《道德經》

、《詩經》、《四書》、《唐詩三百首》等國學經典，有
些私塾也會開設自然科學、藝術、聲樂、太極拳等課程。

英語學習也備受重視，大部分私塾都專門請老師教授
孩子。教程照樣走經典路線，課堂上播放的 MP3，多是
莎士比亞等名家著作的標準英語朗誦。

目前大多私塾都實行全日制寄宿教育，不設考試。在
一天10個小時裡，學童基本在讀書、背誦、國畫、書法
及各種益智遊戲棋類活動中度過。

一年私塾的學費並不便宜，花費大概在 1.5 萬元到 3
萬元之間。私塾先生的 「出身」既有中醫藥大學的博士，
也有沒有文憑的長者，還有不少是愛好中華文化的家長。

靠信任運作 未納入監管
而記者採訪發現，家長與私塾之間大多有一張私人際

網，有的家長和辦學者是親屬關係，有的則由私交極好的
朋友介紹而來。

智勇私塾堂創辦人藍晟介紹說，學生多是朋友的孩子
。往往是大人在這學打太極拳，孩子們讀經。學費是家長
捐的，不賺錢。

而對於私塾的收費、招生、安全等事項一旦出現紕漏
找誰負責這一疑問，興辦私塾的人士回答道， 「我們是憑
良心做事的，家長信任我就足夠了。」

記者了解到，從 2007 年底深圳私塾成規模興起至今
，市、區教育主管部門從未批准過任何一家私塾的辦學資
質，教育部門迄今也並未把送孩子上私塾的家長作為違反
義務教育法的監護者告上法庭。據悉，深圳不少私塾以
「文化公司」名義進行了工商登記。

特稿
私塾有效補充義務教育

本報記者 王一梅

針對近日內地一對 「和尚兄弟」 帶女伴開房
、逛街等一系列有毀佛門清譽的行為，中國佛教協
會新聞發言人普正法師今日指出，此類 「假僧人」
事件損害了佛教形象，呼籲有關部門對此進行嚴肅
查處。他同時表示，為加強內地宗教教職人員隊伍
建設，佛教界正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教職人
員身份認定工作。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九日電】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九日電】8日，河南佛教學院落成典
禮暨佛像開光法會在河南桐柏舉行。河南省佛教協會會長、少林
寺方丈釋永信擔任河南佛教學院第一任院長。該學院成為新中國
歷史上首所從事現代僧伽教育的佛教高校，對學僧免收學雜費。
圖為河南佛教學院主教學院區 新華社

河南佛教學院落成

◀▲9日，全國性宗教團體新聞發言人記者見面
會在北京舉行。中國佛教協會發言人普正法師
（左二）呼籲政府嚴肅查處假僧人。左圖為 「和
尚兄弟」 （中）在法源寺被寺內居士和法師逮個
正 中新社、網路圖片

◀私塾裡的
孩子們在讀
經

王一梅攝

▲肇事船老大家門緊閉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