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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藝術是嶺南文化的瑰寶。26日，粵劇藝術博物館奠基儀式在廣州市荔灣區舉行
，該項目將使恩寧路整片地區成為西關粵劇藝術文化大觀園，形成一座展示粵劇藝術和
嶺南文化的、沒有圍牆的博物館，博物館計劃於2015年竣工。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六日電】

【本報記者張思靜長沙二十六日電
】一座橫跨兩山巔峰之間的世界最高最
長玻璃橋，將於今年年後在湖南張家界
大峽谷開建。日前，該項目可行性在武
漢中國中鐵大橋勘測設計院通過中外專
家的認證，專家組決議採用斜拉式方法
建設玻璃橋，並在橋中心設全球最高笨
豬跳台。

玻璃橋建成後，將成為世界首座斜
拉式高山峽谷玻璃橋並創下世界最高最
長玻璃橋、首次使用新型複合材料建造
橋樑等多項世界之最。按照設計，大峽
谷玻璃橋項目擬在張家界大峽谷風景區

栗樹埡和吳王坡區域內建設，建於峽谷
兩側的絕壁峰頂之上，橫跨整個大峽谷
，橋面距谷底的相對高度約 400 米，橋
寬3.2米，橋長約370米，橋面全部採用
透明玻璃鋪設，整個工程無鋼筋及混凝
土墩支撐，為全玻璃架構，斜拉索則計
劃採用目前世界最新型的複合材料。工
程材料將首選航空航天材料，以提高整
座橋樑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整個玻璃橋項目總投資額為 2.6 億
元，擬於今年年後動工並開展有軌纜車
、笨豬跳台等配套工程的建設，預計於
2013年年底對遊人開放。

【本報記者趙文博、實習記者趙雪、金磊長春二十六日
電】26日上午10時，哈爾濱至大連高速鐵路全線67對列車
車票今日開售， 「東北第一高鐵」將於下月1日揭開神秘面
紗與乘客見面。

哈大高鐵是世界上第一條投入的新建高寒地區長大高速
鐵路，也是我國 「四縱四橫」快速鐵路網京哈高鐵的重要組
成部分。哈大高鐵全線設23個車站縱貫遼寧、吉林、黑龍
江三省。

瀋陽到哈爾濱最低票價分別為167元，僅比原動車組貴
6元，可節省時間40分鐘；瀋陽到大連最低票價117元，相
比原運行時間縮短了 1 小時 40 分鐘；哈爾濱到大連全程最
多可節省 4 小時 20 分鐘。旅客可通過網絡、電話、車票代
售點、車站窗口和自助售票機訂票，網絡和電話預售期為
12天，其他為10天。

正在長春西站購買火車票的李女士告訴記者，哈大線開
通後，她去大連看父母更方便了。 「我在長春工作三年多了
，每次都要坐八、九個小時的火車回大連看父母，一去一回
就要二十多個小時，雙休日大部分的時間都浪費在路上了。
以後坐哈大線回家只要四個小時，可以有更多時間陪父母了
。」

【本報記者宋偉大連二十六日電】由中國北
方機車車輛工業集團製造的國內首批城際動車組
──CRH3A型城際動車正進行最後的製造和試
驗 ， 即 將 在 中 國 北 車 長 客 股 份 公 司 誕 生 。
CRH3A型城際動車組是國內首次自主研發，採
用完全自主開發的網絡控制系統。這一新款動車
組模型將亮相明日開幕的第 11 屆中國鐵路技術
裝備展。

北車集團技術部門表示，CRH3A型城際動
車組具有快速、穩定、舒適、經濟等特徵，實行
公交化運營後，將大量替代目前城際間的主要交
通工具。根據實際線路運營需要，CRH3A型城
際動車組可分別以時速160公里、200公里、250
公里三個速度等級運行。

CRH3A型城際動車組採用4動4拖8輛編組
，可以兩列重聯運營，主要用於連接城市與城市
、衛星城、城市遠郊區，可以滿足大批乘客高密
度中短程快速出行的需求。針對城際動車組頻繁
起停、快起快停等特點，CRH3A型城際動車組
將對牽引制動系統進行針對性的優化設計；針對
城際線路旅客量大、流動性強的特點，CRH3A
型城際動車組採用大開度塞拉門，選擇合適的站
座比，滿足舒適性和大載客量要求，最大定員可
達 1454 人，比現行同編組列車千餘人的載客量
多40%左右。

據了解，CRH3A型城際動車組既可以在新
建的客運專線上運行，又可以在經過配套線路信
號改造後的既有普通鐵路線上運行，相對於新建
高等級高鐵線路，可用最低投入實現最大效益，
同時也為乘客帶來較低的票價。

今天上午，廣州冷雨不斷，逾八旬的粵劇大師紅
線女出席奠基儀式。紅線女表示，粵劇藝術博物館要
借鑒先進經驗，務求把博物館建得更好，向海內外展
示嶺南文化。

七功能區域包括兩劇場
在奠基現場，展示了博物館設計八個方案，廣州

市市長陳建華冒着大雨逐一了解。陳建華表示，粵劇
藝術博物館的設計方案，要徵集公眾的意見和建議。
據悉，有關方面設置了專線電話和公開電子郵箱，收
集市民的意見和建議。

粵劇藝術博物館選址位於荔灣區恩寧路，周邊有
八和會館、泰華樓、寶慶大押、李小龍故居等歷史文
物建築。博物館佔地約 1.15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約1.5萬平方米，地上建築高度控制在18米內。博物
館主要設置七個功能區域，包括有展陳區、演出區
（劇場），設一大一小兩個劇場，大劇場可容納250
人、小劇場可容納 50 人。還有交流研討教育區，主
要用於本土粵劇專業人士的學術研究以及與其他區域
粵劇相關人士的學術交流。

荔灣區有關人士表示，粵劇藝術博物館正着手向
全世界徵集展品工作。博物館計劃明年動工，預計
2015年前落成，初步將投資2.63億元。

西關成粵劇文化大觀園
興建粵劇藝術博物館，令粵劇大老倌倍感鼓舞。

有粵劇 「小武王」之稱的陳少棠， 「廣州西關是粵劇
發祥地，在西關恩寧路興建粵劇藝術博物館頗有意義
。這不僅可彰顯傳統藝術的地位，亦可推動粵劇發
展。」

對於西關與粵劇的淵源，今年 75 歲的陳少棠記
憶猶新，並講述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他表示，西關
環境怡人，粵劇名伶多居西關，西關成為粵劇粵曲的
「故鄉」。粵劇著名男旦千里駒乞丐出身，一演成名

，成為花旦王。李小龍父親李海泉是四大丑生之一，
李小龍祖屋至今仍保留着。靚少佳、陳笑風、郎筠玉
、羅品超、林家聲……粵港粵劇名伶曾在西關居住
過。

位於恩寧路的 「廣東八和會館」，有 「粵劇祖屋
」之稱。荔灣區編誌辦原主任胡文中表示，八和會館
是粵劇藝人的行會，從前稱為 「瓊花會館」。最早設
於佛山，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1946 年），在恩寧
路重建八和會館，西關便與粵劇結下深厚淵源。海內
外熱心粵劇人士都將 「廣東八和會館」視為聖地。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二十六日電】粵劇藝術博
物館今天正式落戶廣州西關，廣州市民和粵劇界人士
紛紛拍手稱好，認為與當地的歷史文化氛圍契合，希
望即將動工的粵劇藝術博物館不僅是一個展示歷史的
場所，還結合演出、培訓等互動內容，建成一個 「粵
劇活辭典」，吸引市民遊客尤其是青少年前往參觀遊
玩。

在廣東粵劇院院長丁凡心目中，粵劇藝術博物館
不能只作單一展示，因為廣東已經有紅線女藝術中心
、八和會館、佛山 2004 年建成廣東粵劇博物館等類
似的地方，因此新建的博物館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
不僅要展示粵劇戲服、頭飾、圖片、影像等資料，還
需要培訓、講座等內容來配套，才能真正發揮博物館
的功能，讓觀眾在參觀和互動過程中深入了解粵劇。

國家一級編劇、廣東粵劇工作者聯誼會副會長兼
秘書長何篤忠也認為，粵劇博物館應該成為一座活的
「粵劇大辭典」，融合看、聽、玩、演、唱、學等內

容，即可參觀文字、圖片，有音像資料可供欣賞，有
戲服、戲台或粵劇紅船供人拍照留念，有舞台給愛好
者和遊客演出、實踐等，通過各種互動手段來培養觀
眾，對粵劇傳承有積極作用。

恩寧路的老街坊對於建粵劇藝術博物館也非常期
待，認為新建築將與多個粵劇名伶故居、八和會館等
知名粵劇場館連成一片，能夠充分展示西關地區深厚
的粵劇歷史文化，希望博物館早日建成，成為街坊
「睇大戲」、唱粵曲的一個新 「蒲點」。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六日電：本月中旬，貴州
畢節5名流浪兒童為避寒在垃圾箱內取暖卻因一氧化碳中毒
而死，引起中國社會廣泛關注。連日來，中國多個城市紛紛
出台救助機制，加大了對流浪兒童的救助力度。

吉林省長春市民政局日前決定，聯合公安、行政執法等
部門，啟動冬季百日救助行動，確保實現全市流浪乞討人員
救助全覆蓋，將針對未成年人等無民事行為能力或半民事行
為能力的流浪乞討人員開展主動性救助。民政部門將以城區
為重點，逐步擴大救助範圍，增強勸導力度和救助效能，堅
決杜絕出現流浪乞討人員特別是未成年人凍傷、凍死事件，
切實維護流浪乞討人員的基本生活權益。

瀋陽：冬季「應急性救助」
遼寧省瀋陽市針對流浪兒童開展冬季 「應急性救助」。

瀋陽市救助管理站站長甄海軍介紹， 「應急性救助」活動將
形成常態化，從每年11月開始，到第二年3月結束。他表示
，根據相關政策規定，對於未成年的流浪兒童不管是否為自
願，多數採取強制保護性救助措施，救助站在發現流浪兒童
後，要起到臨時監護人的作用。

據悉，在瀋陽對流浪兒童開展 「應急性救助」活期期間
，救助站會為他們提供食宿，通常情況下流浪兒童最長能在
救助站待2個月時間。救助站通過公安機關先核實兒童的身
份，然後由救助站負責聯繫兒童監護人或當地政府領其回家
。如果公安機關無法查明身份的黑戶兒童，則由救助站直接
送至安置點或福利院。

湖北武漢市近日緊急出台加強主動救助流浪未成年人和
乞討人員的相關通知，明確救助機構要確保專人、專車實行
全天候不間斷在街頭提供主動救助，對因救助保障措施不到
位、主動救助工作落實不力造成流浪人員受到惡劣天氣傷害
和非正常死亡的，將嚴肅追責。

為確保流浪者溫暖過冬，山東濟南市救助站採取延長巡
迴救助時間、救助電話 24 小時值守以及倡導熱心市民及社
區居委會、公安派出所等基層單位共同伸出援助之手等三項
措施，加大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

在貴州畢節，當地有關部門近日已啟動流浪兒童救助機
制，同時加強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輟學排查，確保適齡兒
童該入學的一個不能少，已入學的一個不能走。

鄭州：「類家庭」式救助
在河南鄭州， 「類家庭」式救助受到關注和推廣。 「類

家庭」是2003年8月，鄭州市救助站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
作建立的養育流浪兒童的一種模式。

在街頭流浪的孩子被鄭州市救助站收留後，如果不願意
回家，孩子就會被安排在一個 「類家庭」中。這個家庭裡有
一對夫婦自願當孩子的 「爸爸」和 「媽媽」，讓孩子感受家
庭的溫暖，學會合作、協作，為他們重新融入社會打好基
礎。

從成立 「類家庭」以來，先後有500多名流浪未成年人
在 「類家庭」中生活，他們有的經過技術培訓走上了工作崗
位，有的改變了自己的壞習慣，重新回歸家庭。

26 日上午，正在辦公室
忙着整理數據報表的張先生，
突然接到兒子數學老師打來的

電話，稱兒子在課堂上無法回答所提問題，被質問
「為什麼孩子不會？家長雙休日裡怎麼沒有輔導？」

從事會計職業的張先生因工作原因，時常會推遲
下班時間，妻子是一名醫院護士，晝夜兩班倒。輔導
孩子功課的事，常常心有餘而力不足。

無獨有偶，河南洛陽市民甄女士近幾日也在被孩
子作業的事情困擾。甄女士女兒上小學一年級，每天
女兒放學回家，她就變身 「第二任老師」，陪孩子做
作業，輔導孩子複習、預習。因為孩子每天帶回的家
庭作業都有老師留言，要求幫助孩子完成。

家長要不要擔當 「第二任老師」全程輔導孩子寫
作業？記者訪問到 12 位中小學生家長，除 3 位家長
認同應全力陪護孩子做作業外，其餘均表示困惑：難
道孩子作業的完美是家長輔導出來的？

父母「代工」造成假象
走訪中，佟靈向記者介紹一個這樣的情況：她小

學五年級女兒的作文經常被老師退回重寫，後來她親
自幫助潤色修改，力爭交到老師手裡的作文都是完美
的成品。老師對女兒作文的滿意度提高了，但到考試
時，女兒的作文卻總是一塌糊塗，無任何長進。

因此，佟靈認為，家長過分輔導會給老師造成
「學生都學會了」的假象，從而放鬆對學生的責任。

和佟靈有着一樣看法的馬振江說，孩子在學校知
識的教育，就是老師的事，不是家長的事，況且家長
的知識水平參差不齊。

「現在的學校特別是小學，把家長拉進去過多地
參與孩子知識的學習，是老師推卸責任的表現。」馬
振江呼籲，學校應該改進這種家長參與的 「作業方式
」。

對此，常年從事課外小學奧數輔導的潘老師說，
老師讓家長輔導孩子學習，總是以班裡學生太多顧不
過來為由，但其實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因為有些
作業題不是所有家長都有能力輔導的。

部分老師當「甩手掌櫃」
「不輔導，孩子作業 『不完美』會挨批；輔導吧

，又輔導不了。課外培訓班市場紅火，很大程度上是
這一因素導致的。」潘老師認為，現在學校的部分老
師對學生太不負責任，熱衷當 「甩手掌櫃」。

學校老師對家長的質疑怎麼看呢？鄭州市緯五路
一小楊靜老師認為，形成學習習慣，培養學習興趣，
是一定需要家長來幫助的；至於寫作業，主動權還是
在孩子手裡。

記者查詢有關資料獲悉，在美國，大多數教師是

不喜歡家長輔導孩子寫作業的。他們認為，讓家長
「加工」過的作業，老師根本就看不出學生懂了多少

，孩子們如果需要輔導，那是教師的工作，不是父母
的工作。因此，美國教育專家指出，家長不要把孩子
的作業 「修理」得太完美，讓孩子在作業中鍛煉自己
，練就學習技能。 （中新社）

張家界建世界最長玻璃橋

東北第一高鐵預售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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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人盼建成粵劇活辭典

家長抱怨變身第二任老師
特稿

各地加強救助流浪兒童

▲粵劇藝術博物館奠基儀式，右一為粵劇大師紅線女
袁秀賢攝

▲

圖為其中一個設計方案的預視圖，布置開敞式粵劇文化藝術長廊
，體現了嶺南建築的特色 資料圖片

▲家長變身 「第二任老師」 ，引起熱烈爭議。圖
為小學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世界首座斜拉式高山峽谷玻璃橋將於張家界大
峽谷開建，圖為效果展示圖 資料圖片

▲市民在長春西站哈大線自動售票機前自助買票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