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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軸線自去年啟動申遺工程，目
前位於其兩側建築的申遺工作進入 「衝刺
」 階段，最快將在2013年申遺成功。北京
東城區文化委員會相關人士今日透露，位
於北京城中軸線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毛
主席紀念堂有望納入申遺範圍。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三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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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貫重視幹部培養
中共歷來重視幹部的培養

，毛澤東說過，路線確定之後
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回首中

共執政數十年的官員培訓，經歷過新中國成立初期向蘇
聯學習，以及改革開放後的留美熱潮及學習 「新加坡模
式」。從 2003 年起，中共又開始新一輪大規模培訓各級
官員，開展以結合歷史與現代執政理念的黨性教育。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和浦東、井岡山、延
安三大幹部學院有 「中國五大幹部培訓基地」之稱。其
中有 79 年歷史、坐落在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黨校是輪
訓培訓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幹部的最
高學府，而相距不遠、創立於 1994 年的國家行政學院
則是培訓高中級公務員的學府。

2005年3月，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和中國浦東、中國
井岡山幹部學院建成開學。3所學院從地域分布、資源
積累等方面對幹部開展多種類型的教育培訓、進行體驗
式教學，使幹部教育機構體系更完整，功能更完備。

（中新社）

話你知

8月3日，福建泉州 「永恆陽光饅頭店」周歲。
在去年 「郭美美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時，這家完全免費
的饅頭店悄然開張。一年來，這爿小店花費40萬，送出

了35萬個饅頭，讓更多人理解了饅頭店招牌上的12個字
── 「傳遞綿薄之愛，溫煦風雨之人」。

今晨， 「蘇拉」颱風登陸福建，天上淅淅瀝瀝下着雨。
7點，饅頭店像往常一樣開門，披着雨衣，打着雨傘的人們，

依然一早如約來到這裡，免費領取饅頭。
小店位於泉州底下有着 「小香港」之稱的縣級市──石獅。

但這裡和許多地方一樣，在繁華街道的背後，同樣居住着來自全
國各地的低收入人群。為什麼小店會開在這裡，店員小涂給的解釋

是 「因緣巧合」。
但或許並非是因緣巧合那麼簡單。泉州作為全國著名的僑鄉，據

官方統計，改革開放以來，當地累計接受海外華人華僑捐資88億餘元，
超過福建接受捐贈總額一半。這還不包括類似達利集團每年一億的民營
企業捐贈。

小店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現在就 2 個員工，掌櫃 「小陳」和小弟
「小涂」──之前是3個， 「但他承受不了那麼多的質疑，辭職離開了

。」小涂說。
小店剛開業時， 「郭美美事件」仍是輿論熱潮。連帶着，做慈善的

他們也遭受了不少質疑。
背後的神秘老闆是誰，是不少人追問的關鍵──開業之前，他們的

預算是一年100萬。但掌櫃小陳今日上午告訴記者，資金完全沒問題，

小店暫時不需要接受其他資金支持。
他們更希望安心地做好當前的事。小涂說，在北京有一個很好的朋

友， 「7．21」暴雨至今都沒聯繫上， 「指不定什麼時候人就沒了，活在
當下，做好當下吧。」

言談間，踩着環衛車的黃阿婆在饅頭店門口停了下來，小涂趕忙走
過去，麻利地掀開蒸籠蓋，遞了兩個饅頭給她。黃阿婆拿了饅頭，用她
濃重的安徽口音說了聲 「謝謝」。

「我一年也聽不到幾聲 『謝謝』。」掌櫃小陳說。
開業一年來，小陳和小涂結識了兩百來個窮親戚──雖然很可能雙

方都不知道對方姓甚名誰。
店門口，醒目的紅色廣告牌寫着： 「本店所有饅頭免費送給各種貧

困人群，不對外售賣，請諒解。如果您是生活困難的下崗職工、收入低
微的貧寒家庭、正在為找工作奔波的畢業生、無助老人、流浪者、拾荒
者……歡迎您來免費食用」。

就這麼一張簡單的廣告牌，一個饅頭，一年來溫暖了兩百多個 「窮
親戚」。

有個 70 多歲的王阿婆，腿腳不便但每天要走很遠的路來吃饅頭。
「這幾天回家做手術了。」小涂說，王阿婆一直嘮叨着在小店生日這天一

定要趕回來為饅頭店放一串鞭炮，或許趕不回來了，但希望阿婆平安。
今年除夕夜，小涂意外接到了一個來自四川的電話。電話那頭說，

他曾在店裡吃過饅頭，快過年了，祝福小掌櫃、小涂還有所有好心人都
幸福平安。雖然小涂至今還不知道打這個電話的人是誰，但這份感動，
延續至今。

而隨着內陸省份的開發，民工返鄉務工潮持續，今年來饅頭店吃饅
頭的窮親戚，比去年少了。

但明天，依然還有人來。
【本報泉州三日電】

愛心饅頭店 溫暖風雨人 本報記者 蔣煌基

▲開張一年饅頭店共送出35萬個免費饅頭，溫暖了無數「風雨人」
蔣煌基攝

北京城中軸線始建於元代，到明清形成現有規模
，是世界上現存最長的城市中軸線。這條俗稱「龍脈」
的中軸線從南往北依次串聯起先農壇、天壇、正陽門
、故宮博物院、鐘鼓樓等10餘處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北京東城區文化委員會副主任魏瑞峰今日介紹稱
，經過基本測量，中軸線全長7.8公里，確定的端點
南起永定門燕墩兒，北至鐘鼓樓。同時，北京中軸線
申遺工程自去年 6 月 11 日啟動後，目前正進入 「衝
刺」階段，而位於中軸線上的主要建築人民英雄紀念
碑、毛主席紀念堂等將有望納入申遺範圍。

文化價值不論年齡
據媒體報道，中軸線申遺範圍可能包含 22 個遺

產點，除原有的明清建築遺存，毛主席紀念堂、人民
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金水橋、華
表、獅子、天安門廣場都涵蓋其中。

對於有聲音質疑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毛主席紀念堂
過於「年輕」就申請入列世界遺產，魏瑞峰表示， 「人
民英雄紀念碑和毛主席紀念堂是歷史遺存。對於歷史
遺存的申遺問題，不一定過百年的就叫文化遺產，還
是要看其文化價值。」他稱，悉尼歌劇院只有幾十年
歷史，依然被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我想人民英雄
紀念碑和毛主席紀念堂也應該能納入申遺範圍。」

對於中軸線確切的申遺範圍，魏瑞峰表示，雖然
大部分中軸線位於東城轄區內，但最終（中軸線）申
遺的範圍和方案，還需要北京市整體確定。

中軸線反映當下中國
負責為此次申遺撰寫申請文本的清華大學建築學

院教授呂舟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對於中軸線
遺產區的寬度的劃定，專家和國家文物局的意見有大
中小之分。大方案還將囊括什剎海和南鑼鼓巷的街區
，小方案則只局限於明清建築群。

對於中軸線上一些近現代建築也納入了申遺點，

呂舟認為，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
館等，都是上世紀 50 年代代表國家尊嚴的建築，體
現出對於中軸線的尊重和強化；毛主席紀念堂是 20
世紀 70 年代末北京中軸線最重要的建設項目，這次
納入準備申報的申遺點，反映了中軸線對北京城市建
設的影響。

呂舟強調，中軸線最重要的價值是它所體現的方
法，包括中國人怎樣規劃和建造一座城市，對於國土
和戰略地位的理解，以及古人心目中天地人的對應關
係等。國內很多城市都有中軸線的概念，但北京是最
完整的，並且得到了延續，沒有停止於明清。直到現
在，它仍然是首都甚至中國最重要的一條線， 「天安
門廣場等現代建築的存在不是對它的破壞，而是一種
強化，它反映了真實的時代，貫穿中國文化始終。」

【本報訊】中新社消息：對於有着
91 年歷史的中國共產黨，大幅度提高其
成員的綜合素質，是保持旺盛活力和執政
能力的重要手段。對職業道德、政治操守
和決策能力的要求，已然成為中共培訓官
員的重要標桿。

延安幹部學院辦公廳主任王紫貴透露
，該院培訓規模逐年大幅上升，2011 年
是2005年培訓總量的3.3倍。今年集訓密
度空前，許多學員都用 「解渴」來形容參
加培訓感受。

翻閱在延安受訓官員的學習報告，最
常見體會包括：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理
想信念缺失是致命的缺失；反腐倡廉，要
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

近年來，與官員有關的各類 「門事件
」頻繁發生、官員 「雷語」層出不窮，從
那些深陷輿論漩渦的官員身上，不難發現
「官德」缺失所結出的 「惡果」。

官德是反腐第一防線
這也使中共高層意識到，許多官員出

問題往往不是出在能力上，提升 「官德」
成為迫切的戰略任務。

「以前對政績的認知上，是以 GDP
的增長為考核標準。為什麼經濟高速發展
，老百姓還會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
娘？這值得深思。」延安幹部學院學員、
柳州市工商局副局長覃祚超說。

延安幹部學院常務副院長陳燕楠指出
，官德是官員腐敗的第一道防線，官德缺

失往往是官員腐敗的第一道潰口。他介紹，推行幹部培訓教
育10年來，全國培訓幹部總量已逾1.2億人次。

中共高層孜孜以求於提升基層官員執政能力，倡導德才
兼備用人導向。近來更強調幹部的國際眼光、戰略思維和科
學決策的能力。

「要按照國際性、時代性和開放性要求，努力加強對學
員進行馬克思主義最新理論成果的教育，進行改革開放和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鮮經驗的教育，在幫助學員樹立國際視
野、提高執政能力方面更有特色。」習近平 2010 年視察浦
東幹部學院時這樣說。

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對浦東幹部學院期望殷殷。他明確提
出，浦東幹部學院要突出 「三新」──新理論、新知識、新
實踐，建設 「黨政幹部最新執政能力培訓基地、改革開放最
新經驗交流基地、領導人才國際合作培訓基地、城市化和城
市現代化領導人才研究基地」等四個基地。

延安精神與時俱進
但群眾立場、群眾觀點，這些中共的看家本領在新的歷

史時期仍然受重視。 「從 2005 年開課至今，延安幹部學院
已培訓36000餘人，」陳燕楠透露， 「延安精神的時代價值
不言而喻，而今面對新形勢，保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
浪費、不奢華的作風依然不可或缺。」

他認為，各級官員的整體素質正不斷提升，其結構也正
持續優化。這些既是過往努力帶來的成果，也是中國未來發
展的更高起點和動力來源。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三日電】據內地媒體報道
，國家廣電總局相關人士證實，廣電總局日前對內地
電視劇創作提出六項要求，其中包括禁止改拍網絡遊
戲、禁播境外翻拍劇等。這是廣電總局繼 「限娛令」
、 「限廣令」之後頒布的又一殺傷力極強的 「限令」
。但有業內人士表示尚未收到相關通知。

編劇戲稱 「砸飯碗六條」
日前有微博爆料稱，廣電總局在近期召開的全國

衛視電視劇工作會議上，對於電視劇創作提出六條具
體要求，包括革命歷史題材敵我必須分明，不能只把
革命當外殼，給反動反面人物樹碑立傳；不能無限放
大家庭矛盾，現實題材要以現實主義精神來表現；古
裝歷史不憑空捏造、調侃、戲說；商戰題材注意價值
導向，不能不擇手段；翻拍克隆的境外劇不准製作播
出；不提倡網絡小說改編電視劇，網遊不能改拍。

據新京報報道，此消息已得到廣電總局相關人士
的證實。該人士表示，目前六項建議也已開始陸續實
施。而各大衛視則表示，尚未收到此類通知。

對於最新出爐的 「限遊令」，一貫飽受廣電總局
諸多限令之苦的編劇們紛紛在網絡上大發牢騷。諜戰
戲《借槍》的編劇林黎勝在微博感嘆， 「這是要砸廣
大編劇飯碗的六條吧？」《家產》編劇馬廣源憤慨道
， 「這讓我輩情何以堪？還能寫什麼？」《婚姻保衛
戰》編劇高璇則直接表示 「不寫了，封指」。

對此，網友反應不一。有網民表示，目前各種粗
製濫造的劇太多，這樣的限令很有必要。但也有網民
認為，限制口水電視劇雖值得稱讚，但限制太多，只
能扼殺創造和想像力。

數據顯示，近5年內地電視劇產量持續攀升，年
平均生產量達到約 400 部、1.4 萬集。但真正能夠進
入到播出平台的只佔30%。同時，各種五花八門的穿
越劇、翻拍劇充斥熒屏，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詬病。

混亂的劇集生產帶來了頻繁的限令。有評論認為
，編劇由於各種限令被束縛手腳，創作的方向只能劍
走偏鋒；而對於各種新冒出的 「怪胎」，廣電總局又
會再頒限令，變成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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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總局封殺網遊劇

▲ 「限遊令」 若落實，將給內地正熱播的網遊劇
《軒轅劍》當頭一棒 網絡圖片

▲俗稱 「龍脈」 的北京中軸線從南往北依次串聯
起天壇、正陽門、故宮等10餘處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紅框處為毛主席紀念堂 資料圖片

▲學者認為，中軸線上的現代建築反映了時代變
遷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