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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22日在南京大學採訪第八屆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
區大學校長論壇」 時，看見浙江大學校長楊衛在香港城市大
學前校長張信剛演講中，用筆記本電腦玩遊戲，隨即將該場
面拍下並發至微博。短短兩日，轉載人次已逾3萬。大學校
長的公眾形象究竟該是怎樣的，引起了各方的熱烈討論。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二十四日電】

【本報訊】據中新社雅安二十四日電 24 日凌晨，
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大熊貓 「水秀」在雅安碧
峰峽基地產下一對雙胞胎熊貓寶寶（見圖）。目前，今年
國內圈養大熊貓已產3胎5仔，均出自臥龍研究中心。

由於同常情況下大熊貓母獸無法同時照顧兩個大熊
貓幼仔，經驗豐富的研究中心工作人員立即將第二隻幼
仔取出，送到育幼室進行人工育幼。

經專家鑒定， 「水秀」的第二仔為雌性，體重
168.4克，各項生理指標正常。由於 「水秀」已經具備
較為豐富的帶仔經驗，老大目前仍由它哺育，工作人員
會擇機將老二與媽媽身邊的老大進行交換，讓兩個幼仔
都能得到媽媽的哺育。

到目前為止，今年在圈養條件下出生並存活的大熊
貓幼仔共3胎5仔。7月11日晨， 「喜妹」成功產下一
對雙胞胎幼仔。7月23日清晨5點52分，大熊貓 「幗幗
」成功產下單胎大熊貓幼仔。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二十四日電】廣東及港澳的青少
年粵劇愛好者將於30日在首屆粵劇粵曲大匯演中展示近年
粵港澳三地保護和傳承粵劇的成果，而首屆廣東省粵曲私伙
局大賽將於月底開幕，來自廣東各地26支家庭組參賽隊、
42支社區組參賽隊，以及香港的私伙局隊伍將同台競技。

自 2009 年粵港澳三地聯合為粵劇申遺成功以來，三地
一直致力於粵劇的保護、推廣和傳承工作，成效顯著，而本
次青少年粵劇粵曲大匯演正是為展示近年成果，本次比賽參
賽者為 6 歲到 17 歲的中小學生，他們將演繹傳統題材、新
編歷史劇，以及專門為青少年度身訂做的原創戲劇，並展示
粵劇各個行當。據信，著名粵劇大師紅線女也將登台與小朋
友共同演出。

首屆廣東省粵曲私伙局大賽則是廣東 「開心廣場．百姓
舞台」──全省群眾性文化系列活動的重要項目之一，從今
年3月份啟動以來，湧現了一批優秀的民間私伙局隊伍，他
們或是夫妻配對，或是三代同台，還有常年活躍在社區和農
村的明星隊伍，他們將與香港中聯辦、香港新光粵曲藝術促
進會推薦的4支優秀團隊一起交流演出，共同提升民間私伙
局的演唱水平。

【本報記者龐旭北京二十四日電】24日，跨越3個世紀
的老字號全聚德在其北京前門大街老店內迎來了148周年華
誕。因店內一段9.3米長的老門臉兒牆，該店成為北京市文
物保護單位，其所申請的 「起源老牆」也正式通過國家工商
總局商標局的核准成為餐飲服務項目註冊商標。

這段老門臉牆建於 1901 年，青磚木窗欞的門面老牆上
磚雕的 「全聚德」、 「雞鴨店」和 「老爐鋪」字樣至今依稀
可見， 「內有雅座」和 「隨意便酌」兩塊招牌讓每一個流連
於前的顧客產生時光交錯的遐想。

港設計師助保老牆
據全聚德有關負責人介紹，這段承載着厚重歷史的老牆

曾險些被拆。1985 年，全聚德前門店客流增多，店裡決定
將位於北京肉市胡同東側的老房子翻蓋新樓，門臉牆等到新
店竣工後將被拆除，不過，這孤零零的門臉牆吸引了一位來
自香港的建築設計師，在他的建議下，這面百年文物被 「請
」進店堂內保存。在拆除過程中，該設計師還專門對原牆
的門窗進行了測量，並保存了照片資料，以便按照原尺寸
復原。

1999年7月18日，在全聚德建店135周年慶典之際，關
閉了十餘載的老牆大門再度打開，裡面原樣復原了曾經老店
的二層小樓格局，留聲機、算盤、筆墨、八仙桌等老物件兒
一應俱全，連夥計都換回了長衫馬褂。

據了解，目前在北京市老字號餐飲業中， 「全聚德烤鴨
店門面」是唯一一家 「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也是前門大
街首例 「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全聚德集團副總經理劉小
虹表示，為了進一步挖掘提升品牌的文化價值，全聚德集團
同時對 「起源老牆」進行了註冊商標申請，目前已通過國家
工商總局商標局的正式核准。

廣東連番上演粵劇大賽

全聚德百年老牆成文物

【本報訊】由香港中聯辦台務部主辦、甘肅省台
辦協辦的 「港台新聞媒體絲路行採訪團」，於7月19
日至 23 日到歷史文化悠久的甘肅省進行了一系列參
觀和訪問活動。甘肅省近年在經濟、文化、旅遊方面
取得的可喜成績，讓採訪團的港台媒體人印象深刻和
讚嘆不已。

「重離子治癌」 療效顯著
採訪團一行的首站是甘肅省會蘭州市，期間參觀

了中科院蘭州分院。該院研究人員詳細地介紹了 「重
離子治癌療法」的過程。當今，癌症可謂人類 「頭號
殺手」。

目前較為普遍的療法是放射治療，雖然在某些
腫瘤的治療上表現出較好的療效，但在殺死癌細胞
的同時會使周圍的健康組織受到一定損傷，許多患
者也會出現嘔吐、脫髮等不良反應。中科院蘭州分
院經過多年研究和實驗，成功研製出 「重離子治癌
療法」，不僅療程短、無痛感，而且幾乎沒有副作
用。

據中科院蘭州分院研究人員介紹，重離子療法每
次輻照時間較短，療程一般為 4 至 20 次（天）。在
一個療程結束時，腫瘤普遍縮小40%至60%；治療結
束2至3個月時，大部分腫瘤完全消失，大多數腫瘤
的控制率都在90%以上。

今年5月國內第一家重離子腫瘤治療中心在甘肅
武威市動工，預計2年後落成，屆時將可惠及更多的

癌症患者。

坐羊皮筏子有驚無險
蘭州是黃河唯一穿城而過的省會城市，採訪團一

行不僅沿着濱河路綠色長廊欣賞了黃河雄姿以及水車
博覽園、黃河母親雕塑、黃河鐵橋等知名景點，還坐
了羊皮筏子，感受橫渡黃河的驚險。結束蘭州的行程
後，採訪團還走訪了嘉峪關市和酒泉市，期間參觀了
酒泉鋼鐵集團，深刻感受到甘肅工業近年突飛猛進的
發展速度；遊覽了嘉峪關長城、敦煌 「莫高窟」和鳴
沙山的月牙泉，充分體驗了別具特色的塞外風情。

參加此次活動的有香港中聯辦台務部副部長何建
華、中新社香港分社副總編輯耿軍、台灣《聯合報》
駐港主任記者李春、《世界日報》香港版主編薛興國
、台灣《新新聞》雜誌駐港代表、台灣東森電視台駐
港資深記者曾憲豪、台商雜誌總編輯李樹松、香港
《鏡報》董事洪尚行以及大公報、文匯報、商報、中
評社等香港媒體，在甘肅期間並獲得康輝旅行社的大
力協助。

《讀者》雜誌將進軍香港
甘肅近年除了在物理技術應用上有重大突破外，

文化事業也不斷進步。總部位於蘭州市的《讀者》雜
誌不僅是全國發行量最大的期刊，更是多年來首家在
台灣註冊發行的大陸刊物，並預計今年下半年進軍香
港市場。

港台媒體絲路行採訪團赴隴考察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當天，我來到南京大學鼓樓校區的中美文化研
究中心匡亞明報告廳，採訪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大學校長論壇」。客觀
地說，論壇內容還是相當有吸引力的，大學校長們的演講內容豐富而語言
精闢，我不停地記錄。

中間小休後，論壇進入 「兩岸四地大學和大學校長如何共同弘揚中華
文化」的議題，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走上講台開始演講，在台灣長
大的他用祖父祖母的舊照片詮釋中華文化在血緣中的浸潤，PPT放映的一
張張家族照片令報告廳內充滿着深情與溫馨，就在這時，我無意中看見坐
在我前方的浙江大學校長楊衛竟然在用電腦玩遊戲，那一瞬間我有點不敢
相信，因為他是內地著名大學的一校之長啊！作為演講者，對其他演講者
表示出同樣的尊重是最起碼的吧。

按下快門 心情沉重
他玩得相當投入。只有在會場鼓掌聲起時，才鬆開鼠標附和地鼓掌，

之後又繼續玩遊戲。我用相機悄悄拍下這些鏡頭。按下快門的那一刻，心
情沉重。隨即發上了微博： 「在南京大學舉行的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大
學校長論壇』上，香港城市大學張信剛前校長正在精彩演講中，會場上，
浙江大學楊衛校長竟一直在用筆記本電腦玩遊戲。這個論壇的主題是『如何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下午約三點左右，那條微博的轉載已被近5千人次轉發，評論有數千
條，數字還在一個勁地 「呼呼」上升。在感受到壓力的南京大學打來電話
後，我刪除了3條與此事相關的微博。但是，微博已經被傳開了。上海一
名為 「代軍哥哥」的網民在轉發時自行加了個標題 「教育不行，玩牌在行
！──浙大校長開會玩牌」。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標題並不是我的本意。

此前，我不認識亦不了解楊衛校長，我知道他是一名科學家，頗為敬
重，但同時為他遺憾。我沒有故意 「黑」他的動機。網絡上後來有名為
「浙大某某」的網民斷言我這樣做是 「為出名」，罵 「造謠」、 「腦殘

」。我只是感到有點好笑和悲哀。

克己復禮 垂範世人
23日，人民網發表了劉逸明題為 「研討會上玩遊戲，浙大校長哪來的

雅興？」的評論。該評論表示： 「作為名校校長，應該以治校和治學為第
一要務，然而，楊衛卻在校長高峰會上對遊戲念念不忘，不去認真傾聽其
他校長台上的講話，而是只顧自己在台下玩電腦遊戲娛樂，這種舉動實在是
令人大跌眼鏡」。

《北京晨報》亦於23日在 「新聞點評」中指出：大學校長是一個社會
的精英，相信在他們的內心中，必然充滿着對知識、對人的尊重，但要
真正把這份尊重表達出來，垂範後人，這就要在自身修養上更多下工夫
，只有 「正心誠意」是不夠的，還應回到 「克己復禮」的層面上來。

我個人比較認同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馮瑋的看法： 「教育不行，玩遊
戲在行」這樣的說法，我是不認同的。至少浙大近些年教育科研各方面名
列前茅，是有目共睹的。我們也應該探討如何減少無聊的會議。但就事論
事，這不能成為為楊衛校長辯解的理由。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四日電】備受關注
的《廣東省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障條例（草案
）》（以下簡稱《草案》），24 日在廣東省十一屆
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規定見義勇為犧牲獎 45
萬，並擴大了見義勇為的認定範圍。

去年 10 月，發生在佛山的「小悅悅」事件，曾一
度引起公眾對見義勇為行為的關注。廣東省社科院
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副所長梁理文教授認為，社
會穩定僅靠政府是不足夠，要激勵市民積極參與，
而這就需要激勵市民齊齊參與，形成社會互助精神。

廣東之前只在 1998 年出台過一份從維護社會治
安角度出發的政府規章《廣東省見義勇為人員獎勵

和保障規定》。新草案和舊規章相比，擴大了見義
勇為的認定範圍，將 「為保護國家利益、集體利益
或者他人人身、財產安全，挺身而出，制止違法犯
罪行為或者救人、搶險、救災等行為」都列入了見
義勇為。梁理文說，擴大了見義勇為的認定範圍是
一件好事，這可減少市民做好事的後顧之憂，起到
導向作用，可激勵更多市民願意參與。

此外，《草案》突出了 「重保障」的立法原則
，《草案》規定， 「因見義勇為犧牲的人員，由省
人民政府一次性頒發 30 萬元和行為發生地的地級市
人民政府一次性頒發 15 萬元以上的撫恤金。因見義
勇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員，由省人民政府一次

性頒發 20 萬元和行為發生地的地級市人民政府一次
性頒發 10 萬元以上的撫恤金；因見義勇為部分喪失
勞動能力的人員，由省人民政府一次性頒發 10 萬元
和行為發生地的地級市人民政府一次性頒發5萬元以
上撫恤金。」《草案》還規定因見義勇為負傷的，
在救治期間的醫療費用，公安機關要先行墊付；因
見義勇為誤工的，所在單位應視同出勤，治療期間
的工資、福利等待遇不變；因見義勇為部分喪失勞
動能力的，所在單位要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若待
遇低於原工作待遇的，按規定發給在職傷殘補助金
；確實無法安排工作的，要按規定發給離崗退養費。

為保障經費的落實，《草案》還規定，縣級以
上人民政府要在每年的財政預算中安排見義勇為專
項經費。梁理文認為，《草案》一定程度上可減低
社會冷漠感，對社會和諧有好處。

粵立法重獎保障見義勇為

網友熱議
■一個堂堂的大學校長，當重其德業，方可為
人師表。現在倒好，在正式的會議上，在別人
鄭重發言時，公然玩起了遊戲。往小說，是不
知禮節，對會議和發言者的不尊重。往大說，
就是粗魯、無知。
■希望楊校長道歉， 「對不起」 三個字是個人
修養的細節，也是大節！
■現在教育不是在改革嗎？浙大校長不帶頭，
下面的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如果是普通職員偷偷在會場玩牌，那不足為
奇，可你偏偏是一校長，還在海峽會議上玩，
丟人都丟到海峽那頭了。
■對這位校長行為，本人表示非常理解。現在
很多會議就是走形式，去參加了又不能離開，
一坐幾個小時，難受極了。大家將心比心吧，
沒有必要上升到那麼高的高度。
■玩一下遊戲打發一下時間也未嘗不可，這種
論壇會議確實比較無聊。

臥龍大熊貓再產雙胞胎

▲全聚德烤鴨店老門面牆列入 「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本報攝

▲引熱議照片：浙大校長在論壇
進行中玩電腦遊戲 本報攝

▲中科院蘭州分院研製出的「重離子治癌療法」，
不僅療程短、無痛感，而且幾乎無副作用 本報攝

▲採訪團乘坐圖中羊皮筏子，「橫渡」黃河 本報攝

▲浙江大學校長楊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