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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著名作家金庸捐贈杭州的雲松
書舍被改為會所牟利一事曝光後，引起社會廣泛關
注。管理方杭州市園文局靈隱管理處30日向媒體表
示，雲松書舍目前已暫停餐飲服務並採取措施加強
管理。

1996年，金庸先生將自己耗資千萬建成的西子
湖畔 「雲松書舍」捐贈給杭州市人民政府。但近日
有投訴指雲松書舍已經被改為高檔會所，金庸當年

捐贈的部分貴重傢具以及圖書也不見蹤影。
據媒體現場查證，雲松書舍每天中午和晚上各

設兩席，最低消費為每人500元人民幣起，加上酒
水，每餐動輒上萬元，菜式為杭幫菜和譚家菜，消
費以單位為主。而喝茶，是100元一位。金庸臥室
也被搬空準備裝修作領導隨員就餐之用。

杭州園文局靈隱管理處辦公室副主任王山對中
新社記者表示，目前管理方已經暫停雲松書舍的餐

飲服務，開業時間未定，目前管理處對經營方提出
多條意見，對於在經營上所暴露的各種問題正加強
整頓。

同時王山否認雲松書舍被改成會所。王山表示
，雲松書舍是2010年出租給靈隱管理處下屬企業，
該企業法人也是雲松書舍餐飲方面負責人，合同年
限為5年，租金為45萬元一年。

當記者問及金庸此前捐贈的雲松書舍萬卷藏
書和部分貴重傢具不在書舍內的原因時，王山表
示，這些物品均登記在冊，因雲松書舍相對潮濕
，已轉移到杭州下沙保管，不存在資產被挪用情
況。

金庸捐雲松書舍暫停餐飲時隔 15 年， 「文革
」爭議人物李劫夫的個人
作品音樂會於 29 日在北
京舉行。

李劫夫是內地上世紀 60 年代著名作曲家，
他創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曾膾炙人口，
更因為毛澤東語錄和詩詞譜曲而名聲大噪。但因
創作過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曲而被視為與林彪
關係密切， 「九一三事件」後，李劫夫被押送至
「學習班」，並於5年後在 「學習班」中病逝。

從 1972 年起，李劫夫創作的歌曲被禁了十
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逐漸解禁。

觀眾：我們是來懷舊的
29 日的音樂會由中央歌劇院舉辦，刻意迴

避了有關李劫夫的歷史爭議，主持人的串詞也略
過了李劫夫在 「文革」中的經歷。在現場公開出
售的李劫夫紀念冊中，無論是選用的老照片還是
名家的回憶文章，都完全不涉及有關林彪、 「文
革」等內容。

觀看劫夫音樂會的觀眾多已年齡較大。 「我
們是來懷舊的。」劫夫長女李青的中學同學耿女
士說。 「劫夫的音樂應該算是那個時代的流行音
樂，並不是官方強行推出的。同樣，由於這些歌
曲的歌詞多為過去的語錄，即使現在官方重視起
來，他的歌也依然會越來越小眾。」

著名指揮家李德倫之女、中央民族大學音樂
學院教授謝秀珍表示，重提劫夫音樂涉及到對歷
史的重新評價，應該更客觀、更謹慎。 「我們並
不覺得文革是好的，但也不能一概否定過去的一
切，比如藝術。對於劫夫來說，他首先是音樂家
，至於他究竟是因為身不由己還是出於私心走到
那個方向去，就當時的歷史環境而言，真的很難
說。」

其女：信歷史公正評價
據熟悉劫夫家族的朋友介紹，儘管劫夫受到

林彪事件的牽連，但其家庭並未受到太多的影響
。劫夫的三個女兒都走上了藝術的道路。長女李
青是本場音樂會的鋼琴演奏者，三女兒李迢迢是
獨唱演員之一，而次女李丹丹則擔任音樂會的總
導演。

李丹丹表示，籌辦音樂會，自己 「不可能不
摻雜個人感情」，但已 「力圖做到客觀」。對於
刻意迴避爭議的做法，她表示此為無奈之舉。

「對於李劫夫，至今仍沒有書面平反。我們
不知道這個事情該怎麼
辦，我們家人的力量實
在是太小了，只能通過
傳播他的藝術來對他作
出一個盡量客觀的評價
，這是我們唯一能夠做
到的。

「我們這些人不能
對歷史作出任何結論，
我還是希望歷史會逐漸
明朗。歷史仍舊需要留
給後人作出評價，我相
信歷史會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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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溫家寶5月
25 日冒濛濛細雨來到古丈縣雙溪鄉中心
完全小學。雙溪鄉8個村適齡學生都集中到
這裡寄宿上學。現在學校有355名土家族、
苗族學生，280名是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
大多遠在沿海地區打工，往往春節才能回
家看看孩子。有的多年不回家。

溫家寶察看了學生宿舍、食堂以及食
品儲存室，又到教學樓三樓音樂教室，與
教師、留守兒童和家長座談。學生家長大
多是孩子們的爺爺奶奶。

同學們對總理說，學校配有愛心移動
電話，想父母時可以打電話。不過，有時

控制不住要哭鼻子的。
溫家寶對孩子們說，沒有父母在身邊

呵護，你們格外需要社會的關愛。老師、
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都會關心
你們。我們要讓你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愛的
大家庭裡。

幫農民工把孩子照顧好
六年級學生龍敏是一個苗族女孩子。

她告訴總理，現在讀書不用家裡出錢，還
能吃到營養餐。龍敏提到的 「營養餐」，
就是去年國家啟動實施的農村義務教育階
段學生營養改善計劃，這項計劃先在集中

連片特困地區試點，中央財政按照
每生每天 3 元的標準為學生提供營
養膳食補助。

溫家寶說，孩子們的身體和學業是祖
國的未來。給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的
孩子補充營養，這些錢是用在了刀刃上。
有關部門和學校一定要抓好食品品質，讓
孩子吃得安全，讓家長放心。

年近七十的龍顯友與自己的孫子一起
參加了座談，他感謝總理專門到貧困山區
看望孩子。

溫家寶說，近些年來，我國工業化、
城鎮化快速發展，農民工作出很大貢獻。
我想對家長們講兩句話：一是在推進工業化
和城鎮化的同時，要繼續努力實現農業現
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讓農民和農
村的孩子生活得更好。二是我們的城鎮化
還是一個不完整的城鎮化，許多農民工不
得不奔波在城市和農村兩個地方。他們更
辛苦，付出更多。這是我們整個建設過程
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要感謝農民工朋
友，同時要幫助他們把孩子照顧好。這不
是一個村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看
到孩子們一張張笑臉，知道他們對未來充
滿希望，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關愛他們。

讚揚教師扎根貧困山區
古丈縣默戎鎮毛坪村教學點─毛坪

小學，建在與村子隔河相望的一個山坡上
，河水從門前流過。25 日下午，溫家寶來
到這裡。他沿泥濘的堤壩路和窄窄的石
板橋，爬上一個陡坡後，走進這所大山深
處的小學。

校園裡只有一座上世紀 80 年代建成的
兩層教學樓和一個簡易的籃球場。全校僅
兩名老師，管了來自毛坪四個自然村寨的
30名學生，其中留守兒童18名。他們分成
兩個教學班：學前和一年級合併在一個班
，另外還有一個二年級班。

一層教室裡，學前班和一年級的 24 名
學生正在合併上音樂課。46 歲的龍心亮老

師26年前從湖南吉首師範中專畢業後，就
一直在農村教書，在毛坪小學已經13年。
這個合併班的所有課程都由他一人來教。

溫家寶對他說： 「26 年扎根農村、扎
根山區、扎根貧困地區，不容易啊。這得
有獻身教育的精神，得有對農村特別是貧
困地區的孩子特別深的愛。」

為孩子們帶來了新書包
一些孩子穿比較破舊，綻放笑容

的臉上還沾泥巴。溫家寶疼愛地看孩
子們說： 「大家唱個歌吧！」孩子們高興
地喊道： 「好！」這時，一個5歲的苗族小
姑娘跑上講台主動要當指揮。孩子們稚嫩
的歌聲打動現場的人們。

溫家寶又來到二樓，二年級只有6名學
生，老師龍明志已過花甲之年，正在上語
文課。黑板上寫一段話：遇到困難，你
總是說，我能行！遇到失敗，你總是想，
再來一次！別人有難處，你總是伸出友誼
的手來……啊，你長大了。

溫家寶看了說： 「這段話講得太好了
！我帶孩子們念一遍。」他走上講台，
領孩子們高聲朗讀，並向他們講解這段

話的意思。
溫爺爺為孩子們帶來了新書包。當工

作人員遞上一個粉紅色書包讓總理給8歲的
龍英俊時，他不要： 「我是男生，不要這
個顏色。」這情景把大家都逗樂了。

關注孩子上學路遠問題
「哦，忘了你是個男子漢！」溫家寶

趕緊讓人換了一個藍色書包。這個富有個
性的 「小男子漢」接在手中，站起來給總
理敬了個禮……

毛坪村地處偏遠，這個教學點方便了
孩子們就近入學。但是，有的鄉鎮由於教
學點撤併太多，不少學生上學困難。在考
察中，一些村民向總理反映，學校離村子
遠，接送很不方便。孩子太小，每天早出
晚歸，來回要走兩三個小時。

溫家寶說，學校調整布局要實事求是
，從農村實際出發。要根據實際情況，充
分考慮學生年齡、上學路途、安全等問題
，建立或恢復一些農村教學點，不要讓孩
子們的精力都花在路上。有的教學點學生
雖然少，但也要辦好，要想辦法幫助邊遠
的教學點提高教學品質。

近二十年來農民紛紛離鄉到城市務工，形成農村留守兒童問題。
全國農村目前留守兒童約有5800萬人，僅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留守兒童就有14萬人。 「六一」 國際兒童節前夕，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在湖南湘西武陵山區調研扶貧開發工作時，專程到當地農村小
學，看望慰問師生特別是在校的留守兒童，祝他們節日快樂。

帶愛

◀上世紀60年代的內
地著名作曲家李劫夫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三十日電】北京市百項古建
築修繕工程之一，以香山寺為代表的靜宜園二十八景修
復工程 29 日上午正式啟動。在香山永安寺（以下簡稱
香山寺）主建築圓靈應現殿的遺址上，一根8.8米長的
彩繪大樑首次亮相。據了解，此次修繕工程將恢復其
「三山五園」皇家園林的風采，計劃投資2億元人民幣

，預計2014年年底完工。
作為靜宜園二十八景主景之一的香山寺，坐落於香

山公園南麓，依山而建，佔地面積約55000平方米，總
建築面積約 2900 平方米，具有 「前街、中寺、後苑」
的獨特建築風格。前部有買賣街；中部寺院依山疊落，
有接引佛殿、天王殿、圓靈應現殿；後苑有眼界寬廳、
水月空明殿、薝卜香林閣、青霞寄逸樓等精美的園林建
築。

香山寺 「創自李唐，沿於遼金」，其歷史可追溯到
距今 1000 多年前的盛唐時期；金大定二十六年（公元
1186 年），金世宗重修香山寺，賜名 「大永安寺」。
此後元、明、清歷代不斷修繕擴建，至清乾隆十年（公
元 1745 年），在香山興建靜宜園，與玉泉山 「靜明園
」、萬壽山 「清漪園」以及暢春園、圓明園，併稱 「三
山五園」。而永安寺被列為靜宜園二十八景之一，乾隆
皇帝賜名 「香山大永安禪寺」，是中國古典禪寺與山地
園林的完璧之作，具有很高的歷史、藝術、美學和人文
價值。

英斂之在此創辦輔仁社
1860 年和 1900 年，香山曾先後遭到英法聯軍和八

國聯軍的搶劫焚燒，漸漸荒涼破敗。1912 年即辛亥革
命後一年，時年 45 歲的《大公報》的創辦人英斂之向
清皇室請領保存香山靜宜園，隨後攜妻子在此隱居。
1913 年秋季，英斂之在靜宜園創辦輔仁社，招收教會
青年入學，是為輔仁大學之前身。

歲月流轉，這座千年古剎如今僅存殘壁頹垣。北京
市近年將香山永安寺的復建列為百項古建築修繕工程之
一，對佛殿區、後苑區進行了初步整修，並依據歷史圖
紙和文獻，基本廓清了香山永安寺原建築格局。

據悉，香山永安寺修復工程擬分兩期實施，計劃於
2014 年底完工。主要建設內容包括四個方面：一是進
行岩土加固（含護坡牆修復）；二是在香山永安寺院落
原址修復建築物，包括文物建築 22 座，以及台階、甬
道、院牆、假山、幡桿等；三是進行配套道路、綠化、
給排水、電力、消防、安防、市政管線等相關基礎設施
建設；四是恢復寺廟原有造像和陳設。

▲溫家寶親手把藍色的新書包換給富有個性的 「小男子漢」 龍英俊 新華社

▲在古丈縣默戎鎮毛坪村毛坪小學，溫家寶和孩子們一起唱歌，一個5歲的苗族小
姑娘主動跑上講台當指揮 新華社

▲5月29日，學者舒乙在
修復工程現場介紹香山永
安寺的歷史 新華社

▶經歷了一千
多年的香山永
安寺目前只剩
下殘垣斷壁

新華社

留留守守娃娃

◀按1：100的比例沙盤
復現的香山永安寺原貌

新華社

北京香山重修靜宜園28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