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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七日電】日前，深圳市首個
「真人圖書館」在羅湖區圖書館正式開館。 「真人圖書

」與普通圖書不同的地方在於，真人圖書館中的 「書」
是 「真人」，讀者閱讀的方式是由真人書和讀者進行面
對面的雙向交談。這種以 「真人」代替 「圖書」的新型
借閱方式吸引了大量讀者。

羅湖圖書館館長師麗梅說： 「我們不滿足於僅僅提
供靜態的圖書給讀者，更希望將生動鮮活的人生故事和
經驗提供給大家分享。」

「真人閱讀是雙向的交流，充滿未知和樂趣」，
「真人圖書」之一、漫畫家劉偉對記者說， 「因為你不

知道讀者下一步會問什麼，你需要不停思考。」
通過選 「書」、借 「書」、讀 「書」三個環節，讀

者就能夠得到45分鐘的時間來讀一本 「人書」。
首次開館，建築師曾毅武、漫畫家劉偉、時尚買手

屈華、心理老師吳瓊、國學學者王扉，投資管理者趙曉
菁，六本來自不同行業的 「真人書」帶來了在時光中沉
澱的人生智慧。

法國讀者Homeric是個漫畫愛好者，在對漫畫家劉
偉進行 「閱讀」之後，開心地握住 「人書」的手，一個
勁地說謝謝。他對記者說 「每個人都不一樣，聽他的經

驗就像過了他的生活，這種閱讀非常有意思」。
什麼樣的人才能做 「人書」呢？師麗梅介紹說，只

要樂於分享，有對於人生的獨特感悟或者豐富經歷，都
可以報名成為 「真人圖書」。據了解，這些 「真人圖書
」全部是免費為讀者服務。

據悉 「真人圖書館」將成為羅湖圖書館一項常態化
特色服務，長期面向市民公開徵集 「真人圖書」。 「真
人圖書」數據將分門別類成為羅湖區圖書館的特色 「館
藏」，定期開展面向所有讀者的「真人圖書」借閱服務。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七日電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7日成立全
國首個 「網上訴求合議庭」，專門
處理及督辦網民通過網絡反映的各
類訴求，要做到 「個個有回音，件
件有着落」。

2009 年，河南高院在其官網
開通《網評法院》欄目，接受網民
提出訴求、意見和建議。據統計，
該欄目已收到和處理網民反映的訴
求和問題 1.6 萬多件。鑒於網民訴
求處理的期待越來越高，反映問題
範圍更廣，河南高院決定抽調3名
法官和1名書記員組成 「網上訴求
合議庭」。

「網上訴求合議庭」的職責是
及時瀏覽網民通過官網和 「豫法陽
光」微博反映給法院的訴求和問題
，提出網民訴求處理意見，督促相
關法院和高院相關業務庭及時給網
民回覆。合議庭合議後認為反映問
題真實的，通知相關法院和相關業
務庭7天內回覆當事人；反映法官
枉法裁判問題的，直接報院領導批
示督辦查處落實；反映法官審判作
風等問題的，交紀檢監察部門處理。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七日電】據文物
部門消息，本月底前，新版《中國世界文化
遺產預備名單》將出爐，北京中軸線項目有
望躋身其中。目前專家論證工作已經完成。
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呂舟對記者表示
，自元代至今，對於北京中軸線的規劃思想
和內容具有傳統的思路，這種延續和獨特的
形態在世界上非常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

國家文物局表示，《中國世界文化遺產
預備名單》在今年初啟動了升級工作，此次
更新遵循地方申報、專家審核、從嚴把握、
規劃先行的原則，對 2006 年的預備名單進
行全面調整。北京的中軸線、雲居寺和大運
河段申報參選。其中，北京中軸線是預備名
單中的新增項目。

46處維修近尾聲
據北京市文物局介紹，北京舊城的中軸

線南起永定門，向北依次經過正陽門、大明
門（清代稱大清門，民國稱中華門，後被拆
除）、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太和
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門、乾清宮、坤
寧宮、神武門、北上門（後被拆除）、景山
最高點萬春亭、壽皇殿、地安門（後被拆除
）、鼓樓，最後直抵鐘樓，全長 7.8 公里。
這條中軸線串連着四重城，即外城、內城、
皇城和紫禁城。北京城以這條中軸線為中心
，形成了東西對稱的格局。

從今年五月底開始，北京市就啟動了舊
城沿街文物建築風貌維修工程。如南中軸路
的環境整治、地安門內外大街的環境整治，
永定門修復，以及天壇壇牆、先農壇壇牆、
正陽門、鐘鼓樓、皇城牆修繕 46 處維修項
目等。目前工程接近尾聲。

反映 「活的價值」
呂舟表示，北京作為全國的文化中心，

中軸線的存在具有着特殊重要的內容和價值
。北京是古代大都市，其規劃原則和方法是
完整而獨特的。自元代之後，歷經明、清、
民國和新中國，對於北京中軸線的規劃思想
和內容具有傳統的思路，這種延續和獨特的
形態在世界上非常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中
軸線反映的價值是活的，雖然中軸線上的建
築一直都有變化，但是所有的變化都圍繞着
一個核心，這就是北京發展建設的主脈。

呂舟認為，中軸線申遺的最大挑戰在於
，怎樣把中軸線的價值描述的更能讓人們理
解；不但讓中國人能理解透徹，更要讓國際
社會理解其價值所在。

深高架橋墜落兩工人死傷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七日電】深圳清平高速公路平湖

高架橋7日上午發生側翻墜落事故，造成兩名作業工人一死
一重傷。據了解，事故原因初步懷疑是施工方未規範操作及
時將橋面兩端縫合所致。

據目擊者稱，7日上午9點30分左右，正在趕工的清平
高速公路第五標段平湖高架橋的輔橋發突然斷裂，一段 30
米寬的橋面突然從10米高空墜落，正在橋面上進行護欄焊
接、水泥澆築的兩名工人墜下。兩人送院後，一人因搶救無
效死亡，另一人重傷，目前正在進行搶救。據悉，死傷工人
均來自廣東湛江。

事發後，深圳市交委等多個部門趕到現場開展救援和善
後工作。深圳交委通報稱，事發的平湖高架橋第25跨右側
第10樑事發前已完成測試，但未完成濕接縫澆築，護欄已
施工完成，由於偏心失穩墜落地面，連同當時在橋上作業的
兩名工人一同墜落。

據悉，此高架橋已建兩年，計劃年內通車，施工方每天
24 小時分三班趕工，而墜落的輔橋係前不久才安裝上去，
但沒及時將兩端縫合，在此狀況下又讓工人在其上安裝防撞
護欄等作業，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

清平高速公路二期起點位於清平高速公路一期與南坪快
速路交會的龍景立交，與水官高速公路、布龍公路、南坪快
速路相連，路線長12.749公里，雙向六車道。

據珠海市委組織部發布《幹部任用公示通告》，
橫琴廉政辦常務副主任、紀檢監察處處長、審計監督
處處長、綜合處處長，將分別由現任珠海市紀委、監
察局監察綜合室主任徐淑輝，市紀委、監察局幹部室
副主任趙金友，市審計局政策法規科科長劉芳婷，橫
琴黨群工作部科長劉伯明出任。

職能機構浮出水面
這意味着內地首個整合紀檢、監察、審計、檢察

等懲防腐敗相關職能的機構逐漸 「浮出水面」，但備
受關注的廉政辦主任、檢察院派駐的反貪污賄賂和反
瀆職侵權部仍未有定論。

據悉，由於檢察院屬於雙重領導的政法機構之一
， 「體制比較特殊」，其派駐機構如反貪污賄賂和反
瀆職侵權部等設立要經過層層審批，甚至要報最高檢
，報批程序複雜，有報道稱，檢察機關不一定如廣東
省原預設可將檢察整合其中。

未來由紀委主導
橫琴管委會有關人士7日受訪時對此不予評論，

僅稱目前廉政辦幹部仍處於公示階段，各部門配置及
之間如何協調配合、運轉，仍未有最終的方案。

該有關人士透露，廉政辦主任料由珠海市紀委常
委、橫琴新區紀委副書記兼任。這意味着廉政辦未來
主要由紀委系統來主導、統籌；而目前內地各反腐力
量的權力範圍和職責各有側重，幾乎是平行運行。有
專家指出， 「廉政辦」模式有利於形成 「一體化」防
治腐敗格局，凝聚反腐合力，這一改革嘗試應給予鼓
勵支持；但跟 「廉政公署」的功能和權限仍有較大差
異，如香港廉政公署直接向特首負責，而廉政辦要接

受橫琴新區黨委和珠海市紀委的領導，廣東省方面未
有人員 「空降」，其職權行使的範圍和深度有一定制
約， 「是否可真正掌握監督權並獨立行使」備受考驗。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倪星建議
，廉政辦在完成整合各方力量的任務之後，應當探索
向香港廉政公署學習，按照反腐敗的流程來重新組建
廉政辦的制度結構和運行流程。而廣東省紀委有關人
士受訪表示，橫琴首設廉政辦是利用中央賦予的一些
權限來探索反腐新思路，其反腐模式能否向全國推廣
仍要待實踐檢驗。

【本報訊】據第一財經報道：對於日前網絡上關
於樟木頭鎮政府收不抵債，負債 16 億元而瀕臨破產
的質疑，東莞市政府辦公室一位官員接受採訪時稱
「不知情」，但他表示，即便樟木頭鎮政府真的有十

幾億負債，也不出奇。
記者從樟木頭鎮石新社區了解到，該社區目前累

計負債高達 2.1 億元。該鎮共有 9 個社區，其中一些
社區需要東莞市政府的長期扶持。此前，據《東莞日

報》報道，2011年東莞全市收不抵支的村有329個，
比 2005 年增加近一半，收不抵支的村佔東莞村總數
的比例近60%。

「依靠簡單的收租，尤其是以承接低端產業和土
地低端開發為主的物業收租模式已走入了困境。」上
述官員說。

「小香港」 環境惡化失吸引力
就像從廣州前往樟木頭鎮的高速公路上看到的房

地產廣告上所說的 「小香港樟城」一樣，樟木頭鎮被
外界稱為 「小香港」和香港人的 「後院」。

該鎮政府官網在 「樟城概況」一欄說，改革開放
以來，樟木頭鎮堅持敢為人先的精神，充分利用地理
環境優勢，積極吸引香港、澳門、台灣等企業開發
工業、房地產業和服務業……以優美的居住創業環
境吸引了近15萬港人前來購房安居，被譽為 「小香
港」。

但這已經成為歷史。
在很多人看來，2008 年的那一場金融風暴給樟

木頭帶來了一些麻煩，然而，不少本地人卻認為，金
融風暴只是導致香港人減少在樟木頭購房的一個重要
因素，樟木頭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幹部說，糟糕的環
境使得香港人對他們的 「後院」失去了興趣，而隨着
香港經濟的不景氣，以及人民幣的升值和本地物價的
上漲，香港人也已經失去了其原有優勢。

10月31日，記者在樟木頭百果洞社區財務欄上
看到，十多張公布於2012年10月10日的財務表中，
其中《短期借款公布表》顯示，該社區從銀行、市場
開發公司和個人的借款多達1億元。

社區增長乏力虧損嚴重
另一張《收入支出情況表》則顯示，2012年9月

份，百果洞社區依靠廠租、地舖、地租的直接經營收
入和其他共14項的總收入為1284萬9374.6元，但當
月的直接經營費和管理費等支出則高達 1290 萬
6715.26元。也就是說，其本期虧損為57340.66元。

而和百果洞社區一樣，記者在樟木頭鎮隨訪的5
個社區所公布的財務表上看到，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樟木頭鎮共9個行政社區。

租賃型經濟的屬性使得東莞很多村集體經濟 「增
長乏力」，這種單一的經濟來源在近年來糟糕的經濟
形勢面前不堪一擊，工廠的倒閉導致收入減少。而東
莞基本上沒有其他的經濟增長點。

記者在樟木頭的金河工業區採訪時發現，巨大的
紅色出租廣告時有出現。

在金河工業區，當聽到記者說要尋找廠房租用時
，東莞市金成通訊設備有限公司董事長說，他還有幾
處五六百平方米的廠房可以出租。而當聽到本報記者
詢問，可否買下他的廠房時，他立馬回答說： 「現在
就可以，就現在。」

被坊間稱為內地首個 「廉政公署」 的
橫琴新區 「廉政辦」 主要班底高層，7日
首次對外亮相公示，但廉政辦主任人選以
及檢察機關是否派駐部門的問題尚無定論
。作為內地首個整合懲防腐敗相關職能的
機構，廣東省紀委對廉政辦未來的反腐創
新實踐寄予厚望。有專家建議廉政辦可借
鑒香港廉政公署運作流程，為內地提供反
腐新思路。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七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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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圖書館羅湖開館

▲法國讀者Homeric是個漫畫愛好者，在與漫畫家
劉偉進行 「閱讀」 王一梅攝

▲租賃型經濟在近年來糟糕的經濟形勢面前不堪
一擊，商家的倒閉導致樟木頭收入減少

網絡圖片

11月7日，乘客在江蘇省南通市一處公
交車站通過 「掌上公交」平台查詢公交車實

時信息。日前，南通市開通 「掌上公交」便民業務。市民可
通過手機掃描公交站台的二維碼或直接登錄無線城市門戶網
站，輸入相關信息，即可了解想要乘坐的公交車的實時位置
、換乘方式等資訊，獲得實用快捷的出行指南。 新華社

掌上公交

責任編輯：王兆陽台灣新聞 社團新訊 體育 賽馬 港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