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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七日電】深圳市人大方面表
示，目前已啟動了市民文明行文規範的立法程序，並已專門
成立了法規起草領導小組，統籌規劃立法工作。立法前期，
深圳市人大將按收集民意、調研論證、起草修改和完善四個
階段進行。首輪民意調查為期十天，將從今日起至7月6日
，將就何種不文明行為應進行處罰向市民徵求意見。

根據目前的問卷調查顯示，涉及不文明行為共50項。
具體包括常見的亂擺賣、亂張貼、隨地吐痰、亂扔垃圾、高
空拋物、室內吸煙、翻越護欄、不文明養犬、不排隊、行人
亂穿馬路等。

一位是當代國學泰斗饒宗頤，一位是全球體
壇巨星姚明，兩位跨界 「巨人」27 日晚在 「緣
因上海——饒宗頤教授上海書畫展歡迎晚宴」上
相逢， 「巨人」的手因此握到了一起。童心未泯
的饒公，甚至還 「欲與姚明試比高」，怎奈饒公
的個頭勉強到姚明胸際，不得不 「仰視」姚巨人
。這樣的場面，引得現場嘉賓直叫難得，更有人
直呼： 「巨人」握手，分外 「姚饒」。

「姚明，你很了不起，真了不起！」97 歲
高齡的饒宗頤孩子般地抬頭看着姚巨人，顯得非
常高興。他精神矍鑠地雙手拱拳，向作為嘉賓的
姚明夫婦問好，甚至為表示欣賞，饒公還欲鞠躬
施禮，姚明、葉莉見狀忙上前攙住說： 「饒公，
哪裡敢當、哪裡敢當」。兩位 「巨人」的手緊緊
相握，這歷史性瞬間引來鎂光燈閃成一片。

坐定後的姚明難掩激動地向大公報記者說：
「真希望我到了饒公的年紀也能像他這樣靈活開

朗」。而饒公則感嘆 「姚明是中國人的驕傲」。
現場眾人簇擁着滿面紅光的饒公，紛紛上前合影
道賀。

由國家文物局、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香港大學、西泠印社、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新空
文化藝術專項基金、上海美術館、饒學研究基金
等舉辦的 「緣因上海——饒宗頤教授上海書畫展
歡迎晚宴」，27 日晚在上海西郊賓館舉行，內
地、香港及海外嘉賓雲集現場，著名歌唱家董文
華獻歌，共賀饒公墨寶在滬盛展。

饒宗頤，廣東潮州人，著名國學大師，學問
幾乎涵蓋國學各個方面，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
、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
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且都取得顯著成就，
香港大學建有 「饒宗頤學術館」。饒公於 2000
年獲大紫荊勳章，2011 年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第
七任社長。

饒公之繪畫、書法造詣尤深。繪畫方面擅山
水畫，寫生及於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
面目；人物畫取法白畫之白描畫法，於李龍眠、
仇十洲、陳老蓮諸家之外，開一新路，影響頗大
；書法方面，植根於文字學，行草書融入明末諸
家豪縱韻趣，隸書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
之長，自成一格。

作為學富五車、著作等身的學者楷模，饒公
學問為天下所知，泰山北斗之人格魅力亦為後人
仰止。歡迎晚宴上，嘉賓對饒公的學問、道德給
予了很高的評價，饒公時時求真求實，秉持 「開
心、幸福、萬事看開」的心態，博觀而好學。
「慈悲喜捨，捨很重要」亦是這位 「國寶」做人

、做事、做學問的最好寫照。
「緣因上海──饒宗頤教授上海書畫展」28

日在上海美術館開幕。
【本報上海二十七日電】

▲國學 「巨人」 與體壇 「巨人」 握手，自左至
右為姚明、饒宗頤、葉莉（姚明太太）

深將立法規範市民文明行為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二十七日電】重慶市第三屆人大常
委會26日召開第三十二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重慶市人
大常委會主任會議關於人事免職事項的議案，接受了王立軍
提出辭去全國人大代表職務的請求。

重慶人大常委會關於接受王立軍辭去第十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職務請求的決定（草案）提及，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
》第五十二條規定，重慶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第三十二次會議決定：接受王立軍辭去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職務的請求。

王立軍親筆所寫的 「辭職申請」中提道： 「重慶市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我本人（王立軍）係第十一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代表，由於個人原因，我已無法履行全國人大代
表的職責，特申請辭去該職務。申請人：王立軍」落款時間
為 「2012 年 6 月 23 日」。共計 86 字的 「辭職申請」書寫
「龍飛鳳舞」，字體全部為繁體漢字。

消息人士對本報透露， 「目前只是重慶人大初步審議，
重慶人大要上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
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開會審議後再上報全國人大常
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後才會正式對外發布。」根
據法定程序，全國人大代表若要辭職，先由省級人大常委會
審議其請求，再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通過。上述人士強
調， 「目前重慶只是 『走』第一步程序。」

王立軍 2009 年 3 月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
2011 年 1 月 14 日被補選為重慶市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同年5月升任重慶市副市長。2012年2月6日，王立軍私自
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1天後離開，造就了震驚中
外的 「王立軍事件」。2012年3月，中央免去王立軍重慶市
副市長職務。

王立軍請辭全國人大代表

發郵件、看微博、上QQ……這些網
絡基本操作，成為近日廣東省21個地級市
書記、市長的考試內容。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考試現場巡考
後表示，各級官員要掌握必要的信息化手
段，可以更迅速地掌握信息，更快捷地學
習知識，更方便地與群眾、社會進行溝通
，更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推動經
濟社會發展。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二十七日電】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27日電】近日，廣
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朱明國帶隊赴京考察
並拜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
記王樂泉，向其匯報廣東近期政法工作情況。王
樂泉提到，廣東政法機關在妥善處置烏坎事件等
方面積累了很好經驗，他希望廣東政法系統繼續
努力，為香港回歸 15 周年慶典活動順利進行、
中共十八大勝利召開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會見中，朱明國就近年來廣東政法工作主要
情況和去年以來廣東省委省政府妥善處置烏坎事
件、加強社會建設和創新社會管理、開展 「三打
兩建」等工作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作了匯報。

王樂泉指出，廣東政法機關在處理先發問題
、多發問題等方面銳意進取，積極探索，如近幾
年在成功應對金融危機、妥善處置烏坎事件、有
效化解勞動糾紛等方面都積累了很好的經驗。談
到廣東政法工作壓力大、任務重、成績好時，王
樂泉由衷地說： 「我們都知道你們很辛苦！」

針對烏坎事件這一重大輿情事件，內地官媒
人民網曾作出輿情分析認為，在處置這一事件上
，廣東省以最大決心、最大誠意、最大努力去解
決合理訴求，反映了有錯即糾的政治勇氣和善於
擔當的政治智慧，有利於維護和諧、維護穩定。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任劍濤在評論此事時，
希望將烏坎事件作為中國法制化解決社會利益衝
突問題的一個典範，建議廣東省將處置該事件的
具體舉措，程序性地描述出來，使得今後處理類
似事件，可以有一個程序上的依託。

據悉，目前烏坎村經濟社會發展已步入正常
軌道。廣東省委工作組已列出 2012 年烏坎村基
建設施配套援建項目匯總表，需要修建整改的項
目共計十幾項，涉及自來水供應設施改建、村道
建設、村居綠化、排污管道修繕、烏坎教師住宿
樓、學校圖書館、球場及塑膠跑道，以及避風港
和航道清理等，這些民生設施已陸續開始建設，
將有助於村民解決影響生產生活的困難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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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下午，廣東舉辦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黨政
主要負責人計算機和網絡應用技能考核。廣東省委書
記汪洋、省長朱小丹前往巡考，察看書記、市長的
「應試表現」，了解大家應用計算機的能力和水平。

對新生事物保持興趣
考試結束後，汪洋、朱小丹與參加考試的書記、

市長進行座談。汪洋結合自己使用電腦、應用網絡的
經驗和體會給大家上了 「生動的一課」。他說，各級
黨政主要負責人要團結和帶領幹部群眾開拓創新，引
領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就必須永遠保持對新生事物的
濃厚興趣，這既是學習的不竭動力，也是保持思維活
躍的最好方法，還是不斷豐富知識、提高工作水平的
重要途徑。

他強調，掌握必要的信息化手段，可以更迅速地
掌握信息，更快捷地學習知識，更方便地與群眾、社
會進行溝通，更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推動經
濟社會發展。舉辦這次地級以上市黨政主要負責人計
算機和網絡應用技能考核，目的是釋放一個強烈信號
，引起全省黨員幹部對提高信息化能力的重視。

汪洋、朱小丹還觀看了全省電子政務網絡和網上
辦事大廳建設情況演示，充分肯定網上辦事大廳在政
務信息網上公開、投資項目網上審批、社會事務網上
辦理、公共決策網上互動、政府效能網上監察等方面
進行的積極探索和取得的初步成效，強調信息技術對
經濟社會帶來的深刻變化才剛剛開始，蘊藏着巨大的
潛力，希望積極運用信息化手段創新政府管理與服務
，提高行政效率，增強廣東綜合競爭力。

官員不能做網絡「菜鳥」
自汪洋到任廣東之後，始終致力於推動網絡問政

工作的深入開展。他多次與網民在線探討廣東發展大
計，提出要讓 「廣東民間智庫」發揮更大作用。他曾
以網絡公開信的形式，要求廣東各地官員要掌握利用
各種新技術手段做好群眾工作，不做網絡 「菜鳥」，
帶頭 「上線」、 「觸網」，建立在線處理、回應民眾

關心的問題和合理合法訴求的制度，推動網絡問政工
作上新台階。也鼓勵廣大網民發揚 「思想活躍、理性
務實、敢說真話、熱情參與」的優良傳統，更好地展
露才華，發揮聰明才智，為廣東發展出謀劃策。

今年5月，粵省黨代會閉幕後第二天，汪洋便帶
領新一屆廣東省委常委集體 「觸網」，回應網民關心
的熱點難點問題，希望以此表達廣東省委對網絡社會
的重視，並就此作出制度性探索，發揮示範效應，推
動網絡問政走向制度化。在與網民交流中，汪洋還
「爆料」說，自己每天都看新浪微博的留言，且經常

看到批評他的留言， 「這也可以理解，我們是執政者
，是公僕，主人說僕人兩句，好像也有合理性。」

在他的推動下，廣東多個部門首設 「網絡發言人
」並公開QQ群，與網民建立直接對話平台，更有多
個部門網上公開政績接受監督，還建立了網絡熱點問
題集中交辦制度。目前，廣東全省21個地市和40個
省直部門政府網站的政民互動平台建設目前已初具規

模，功能齊全。廣東網絡問政已經歷了從 「聽」到
「答」，從 「答」到 「辦」的探索和跨越， 「官民」

攜手，互信互動互補的網絡問政和諧關係正在逐步建
立。

汪洋網事
1、2008年4月17日：網絡改變人們參與政

治的模式
汪洋、黃華華、林雄等邀請26位網友代表座

談，此次座談，為廣東史上書記首次與網友面對
面座談，也由此開啟了廣東網絡問政的先河。汪
洋稱網絡改變了人們參與政治的模式，政府應該
以開放的視野來推動網絡民主的發展，以開放和
兼容的心態來面對網絡。

2、2009年1月20日：汪洋與時任省長黃華
華寫信給廣東網民拜年，肯定網絡社會：不排斥
愣憤青，不貶抑打醬油

3、2010年7月2日： 「不讓嶺南文化斷掉，
我有壓力」

汪洋就廣東如何建設文化強省問計於網民。
他在會上直言，廣東不是文化沙漠，絕對不可能
設想一個經濟快速持續三十幾年發展的經濟省份
是一個文化沙漠的社會。

4、2011年7月4日：網絡問政應允許群眾罵
娘

汪洋與朱明國等省領導，回答上萬網友的提
問。他表示，稱網絡問政應該不計態度、不問來
歷， 「為什麼領導可以發脾氣，群眾不能發脾氣
呢？為什麼領導可以罵娘，群眾不能罵娘？」 但
他也指出，網絡應該是網民享受幸福生活的 「虛
擬家園」 ，而不是謾罵攻擊的 「角鬥場」 。即使
批評也要有批判的規則，揭露也要有揭露的底
線。

5、2012年新年伊始，汪洋和代省長朱小丹向
網民拜年，祝廣大網民 「hold住幸福！hold住未
來！」

6、2012年5月14日：網絡讓我們兼聽則明
汪洋帶領新一屆中共廣東省委常委與廣大網

民在線交流，稱長期以來網民的鼓勵和批評，讓
我們兼聽則明，謹慎自省，也使我們頭腦清醒，
不斷改進工作，同時表示網絡虛擬社會也需要法
律規範和道德支撐。

（鄭曼玲整理）

▲26日下午，廣東舉辦全省21個地級以上
市黨政主要負責人計算機和網絡應用技能考
核。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長朱小丹前往巡
考，察看書記、市長的 「應試表現」 ，了解
大家應用計算機的能力和水平 網絡圖片

▲日前烏坎村村民進行選民登記 本報攝

北京：形象外銷柔軟與靈活
【本報記者李銳北京二十七日電

】四片糉葉有序錯開、摺疊後，加拿
大廣播公司的駐京記者凱瑟琳小心地
舀一匙糯米，放入紅豆、大棗，再添
入些許米後將糉葉纏繞，並紮緊糉繩
，一個糉子大功告成。看着自己的勞
動成果，凱瑟琳頗為自得。

這是端午節前夕，北京市委常委
、宣傳部長、副市長魯煒，北京市新
聞辦主任王惠與50 多名境外記者一起
泛舟頤和園昆明湖，包糉子，感受濃
濃的中國傳統節日氣氛的一個場景。
這樣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場合，魯煒敞
開胸懷、暢所欲言。他說 「我們可以
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見解，但我們
有共同的職業道德，我們要通過多種
方式加強與大家的溝通和聯繫，相互
尊重，相互包容，求同存異，增進友
誼。」

境外媒體採訪零拒絕
正如中國傳統的糉子，紅豆、大

棗、蛋黃、肉塊等餡料可以各不相同
，但幾片糉葉有致包裹，成了廣受歡
迎的美食。奧運會後，北京與境外媒
體也有了新的理念，從 「管理」轉向
「服務」，包容和開放成為一項貫徹

至今的工作風格。 「善待媒體」、境
外媒體採訪 「零拒絕」等理念，不僅

展現了大國風度，也將自信、開放、
包容的北京新形象展現在世界面前。
無論是治理交通擁堵，還是治理大氣
污染的 PM2.5，北京對境外媒體的批
評不再是迴避、反駁，而是做好工作
的同時，以更加開放透明的態度，以
更加貼心的服務做好新聞宣傳工作。

北京聚集了近 90%的境外駐華媒
體，記者人數接近 700 人，這是北京
走向世界城市可以依賴的夥伴，也對
北京自身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奧運後，北京新聞辦在全國首先成立
了 「媒體服務處」，完成了對境外媒
體從 「管理」走向 「服務」的重要轉
折。在 「國慶六十周年」、 「北京國
際電影節」、 「京交會」等大型活動
中，一套成熟的新聞發布體系已日益
完善；與兄弟省市相比，北京的新聞
發言人制度最為完善和健全，信息披
露和突發事件應對已經接近世界城市
標準；官方每月至少走訪三至四家境
外媒體，了解記者感興趣的話題，主
動提供有趣的新聞線索；針對不同媒
體需求，組織個性化專訪活動，就熱
點事件邀請北京高官答疑解析。

新聞服務顯人性化
除此以外，關心記者在北京的工

作生活，舉辦各種活動豐富的生活體

驗，北京的新聞服務工作更顯人性化
特色。去年日本大地震發生後，很多
國際記者要奔赴日本採訪報道。北京
立即舉辦了 「境外記者防災避險及自
救互救技能培訓」的講座，現場講解
人類遭遇險情時的反應和躲避、自救
互救等知識，與境外記者分享逃生技
巧並演示自救方法。

經過四年的歷練，北京不僅有了
一支整齊的新聞發言人隊伍，也形成
了巧妙而有效的媒體溝通機制。對於

危機事件不再是 「遮、蓋、阻、堵」
，對於媒體不再倡 「管理」而是重
「服務」。魯煒說，北京將盡好地主

之誼，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專業
的水平，為境外媒體提供周到細緻的
採訪服務、信息服務、文化服務和生
活服務。台灣 「中央社」駐京記者蔡
素蓉評論道： 「北京新聞宣傳行銷歷
練出與大陸其他省市不同的柔軟與靈
活。」

◀北京市委
常委、宣傳
部長、副市
長魯煒（左）
與外國駐京
記者熱情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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