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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政府與世界魔術聯盟28日在昌平簽
訂了合作框架協議。昌平區長金樹東、世界魔術聯盟主席
多美尼克（意大利籍）分別代表雙方在協議上簽字。據悉
，協議簽訂後，中國著名魔術大師李寧領銜的北京魔術團
與北京魔術學校將相繼落戶昌平。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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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協議內容涉及培養昌平區的魔術人才，共同推動魔術藝術和
魔術產業發展，共同打造昌平 「魔術之都」等方面，將使魔術演出和魔
術交流活動在昌平區實現常態化。

颳起 「魔界中國風」
據昌平區有關負責人介紹，2012年5月23日，前任世界

魔聯主席艾瑞克先生就曾蒞臨昌平區文化館，參觀金鈴魔術
工作室和小學生魔術愛好者的活動。艾瑞克先生對昌平區中
小學內開展的魔術活動讚不絕口，當即表示願為發展昌平區

與國際魔術界的交流做出自己的努力。
2012年7月，多美尼克先生擔任新一任世界魔術聯盟主席。當他得

知北京市昌平區將舉辦中國北京國際魔術大會時表示將從多方面給予支
持。在他的影響和號召下，20多位世界頂尖魔術大師報名來京參賽，使
北京魔術大會從一開始即躋身世界頂級魔術大賽行列，颳起一股 「魔界
中國風」。

簽約儀式結束後，多美尼克還與著名魔術師李寧等人來到昌平城關
小學和石油大學校園，參與了 「國際魔術大師進校園」的文化交流活動
，與魔術愛好者們互動交流。在活動現場，多美尼克欣賞了小學生們的
魔術表演，並對其讚賞有加。他說， 「魔術成為孩子們童年的興趣是非
常有益的事情，他們就是魔術的未來，我相信這裡的魔術文化一定會發
展的非常迅速。」

魔術發展贏新機遇
11月25日晚李寧上在武漢成功完成了 「15秒長江穿越」大型實景魔

術，只用15秒，實現2000多米的長江穿越，讓中國魔術大放光彩。據悉
，李寧一直立志於推動中國魔術產業化道路。他認為，中國魔術產業發

展比較零散，魔術師往往各自為政。國內魔術產業沒有實力
聚合優秀的魔術人才，所以魔術產業急需一個平台，一個為
聚合優秀人才而打造的平台。國內首個魔術院團北京魔
術團將於下個月成立，並落戶昌平。李寧說： 「這只是
打造魔術大平台的第一步，未來我們可能還會辦魔術學
校，或者辦一個魔術主題劇院，我們的魔術作品都會在
這個劇院展現，還有很多魔術衍生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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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全力應對愛滋危機
專門與草根代表座談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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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八日消息：2012年
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全體會議26日在北京舉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防
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主任李克強主持會議。會前李克
強與十餘名來自民間防治愛滋病組織的代表進行座談
，他表示，愛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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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記者蘇星源重慶二十八日電】中、英戰時同
盟國70多年後，共同追溯抗戰時期歷史，緬懷難忘歲月。
英國牛津大學、西南大學、重慶圖書館今日簽訂合作協議，
牛津大學將協助重慶圖書館和西南大學搜集二戰時期與重慶
有關的西方文獻資料，並支持抗戰大後方歷史文獻的研究開
發。

本次三方共同簽署的協議是中國與海外機構簽署關於抗
戰大後方歷史研究的協議，在此之前，重慶市委宣傳部與台
灣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簽署了合作開展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
研究的協議。這兩份協議共同構成重慶與海內外學術機構合
作開展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研究的新格局，有利於讓西方世
界以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在抗戰時期的國際地位和重要
影響。

牛津大學、西南大學、重慶圖書館準備從抗戰大後方的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文化遺產等方面進行研究
和開發，希望開創中國抗日戰爭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研
究的新格局。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二十八日電】國家社
科重大基金招標課題──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
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檔案的整理研究與數據庫製
作」近日取得新進展。復旦大學專家首創將胡
佛研究所所藏的宋子文檔案進行全彩掃描替代
傳統的紙本研究和拍照。目前已經初步建立起
一個宋檔檢索數據庫。

復旦大學與胡佛研究所的合作始於 2004
年，後者被公認為保存蔣氏、宋氏家族檔案資
料最豐富的研究機構。全程參與合作的復旦大
學歷史系教授吳景平介紹，該課題的實施基礎
是復旦與胡佛翻譯出版了一系列宋子文檔案，
並獲得了宋子文長女馮宋瓊頤女士整理和出版
宋檔的授權書。該課題包括三個子課題，除了
建立一檢索數據庫外，還包括整理編撰中英文
胡佛藏宋子文檔案目錄；編輯、翻譯、校註多
卷本的宋子文檔案。所有的工作都旨在對宋子
文檔案進行最大限度的保存，並最終讓這批原
屬於中國人的珍貴文物能回歸祖國。

盼在美文物回歸祖國
據了解，此前重要的檔案文獻一般採取拍

攝成膠卷的保存方式。但一方面拍照有角度光
線的影響，另一方面宋檔年代久遠，很多在經
過多人多次翻閱後，已經支離破碎，從搶救文
物角度考慮，復旦在與胡佛檔案館溝通，並獲
得法律認證基礎上，開始在美國採取封閉方式
，從第一頁開始掃描，速度每日在百餘張左右
。儘管進程緩慢，卻意義重大。

吳景平教授還介紹，對於宋檔的研究也有
新進展。在中美兩國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下，
宋子文的檔案研究已經推進到 1949 年，兩卷
宋子文往來電報集（1944 ─ 1949）已經編著

完成並送審。這一時期是二戰後期，新的國際環境正在構建
，中國與其他盟國之間的關係也開始趨於複雜。作為蔣介石
政府要員的宋子文，其與蔣氏、與宋氏家人和與幕僚友人的
電報往來，均揭示了許多關鍵歷史時期的細節，如美方曾主
動要求中國對日進行非常徹底的索賠，讓日本不再具備重工
業生產能力等，很多資料此前在國內從未公開。吳景平說，
將這些資料完全整理並向世人公開，可以訂正以往文獻的錯
誤，有助於更深入、準確地了解當時的歷史事件，從而對歷
史人物作出更客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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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合作研究抗戰史料

李克強先後在兩個會上不斷強調 「危機」，表示中國愛滋病防
治工作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這不僅是一個醫療問題，更是一個社
會問題，需要全社會的參與；社會組織在全民參與中起着不可替代
作用，因而要為其發揮作用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下一步還要建
立更加完善和有效的機制，來開展和指導愛滋病的防治工作。同時
李克強建議，要建立相關的保障機制，研究將愛滋病抗病毒治療納
入大病醫保，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都要向愛滋病患者傾斜，逐步
解決社會歧視問題，要讓愛滋病患者和 HIV 攜帶者與普通患者享
有平等的權利。

令病患者享平等權利
當天參加座談會的代表，除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代表麥吉蓮

女士外，都是長期在民間從事公益性愛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士，其中
有幾位本身也是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座談開始不久，就談到近日天津肺癌患者小峰因攜愛滋病毒屢
次就醫遭拒，後將病歷複印修改才獲得救治的事件。李克強曾就此
專門給衛生部主要負責人打電話，要求衛生部門採取切實措施，既
要保障愛滋病患者接受醫療救治的權利，不得歧視，又要保障接觸
救治愛滋病患者的醫務人員自身安全。

身為感染者的與會代表李虎，也是天津海河之星感染工作組負
責人，其所在組織為天津地區的愛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提供心理支持
、轉介治療和法律援助等，小峰的遭遇也是他不久前在微博上透露
的。他提出因社會歧視等原因所造成感染者在就業、就醫等方面的
困難，希望國家能加強相關機制建設，在保障愛滋病患者權利同時
，加強對醫護人員的保護。李克強接過李虎寫滿建議的幾頁紙並仔
細翻看後，表示將會責成有關部門認真地研究。

另一位與會代表嘎嘎（化名）所在的天津深藍工作組，從事高
危行為干預、動員檢測等工作已達7年多，然而工作組在資金方面
正遭遇 「斷炊」之困。李克強在了解情況之後，馬上對身旁的衛生
部部長陳竺說，既然他們是一個有豐富經驗而且有成效的組織，可
以想辦法讓他們繼續把工作延續，不能讓他們 「斷炊」，比起正規
醫院，被篩查人員的接受程度可能更高一點。

呼應 「全民動員」 口號
李克強在隨後召開的國務院防艾（防愛滋病）工作全體會議總

結講話中也多次引用了嘎嘎的例子。他指着會場牆上張貼的宣傳海
報說： 「今年防治愛滋病的口號是 『全民動員』，就是要動員全社
會的力量。」他在前後兩個會上都反覆強調： 「在防治愛滋病領域
，社會組織的作用特殊、不可替代；而在很多其他領域，也同樣需
要發揮好社會力量和社會組織作用。」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雖然近
幾年越來越少地出現在舞台和
銀幕上，但她作為聯合國愛滋
病親善大使，卻把更多的時間

和精力放在了公益事業上。在山西臨汾紅絲帶學校，
就有一群愛滋病患兒與彭麗媛結下特殊的 「紅絲帶」
之緣。

二十八日晚，山西臨汾紅絲帶學校的 20 名愛滋

病患兒，在5位老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與他們的 「彭
媽媽」相聚，並參加由彭麗媛演唱、孩子們主演的愛
滋病公益片《更愛你的人》的首映式。

說起彭麗媛和孩子們如何結緣，臨汾紅絲帶學校
的校長郭小平說，彭老師經常參加預防愛滋病的公益
活動，而孩子們經常在活動中見到彭老師，最近的一
次便是去年11月18日，彭麗媛專程來到學校看望孩
子們。

彭麗媛來到學校後，只由幾個隨行的人陪同。她
詳細詢問了孩子們的治療和學習情況，當得知學校一
直未解決手續問題時，當即對時任臨汾市委書記謝海
表示，希望盡力解決。12月1日學校正式掛牌成立時
，學校的編制問題解決了。

該校的辦公室主任喬吉平特別記得，當時到了午
飯時間，臨汾市的領導前來安排彭麗媛一行去市裡吃
午餐，但被她拒絕了。她堅持在學校和孩子們一起吃
飯。 「彭老師真正從行動上親近這些孩子，宣傳愛滋
病預防的知識，孩子們自然也會跟彭媽媽更親近。」

李軍老師提到，當時孩子們為彭麗媛彈奏愛滋病
公益宣傳曲《愛你的人》，彈到一半的時候，有孩子
開始邀請彭麗媛演唱。後來的場面實在感人，孩子們
伴奏，彭老師演唱。唱到情深處，孩子們圍攏在她身
邊一起唱。 「捧起你的臉，請接受我的愛，把心打開
，讓真情牽動所有血脈，愛你的人就叫紅絲帶」，他
只記得那歌聲傳得很遠很遠。

「孩子們已經跟我念叨了好幾次了，問什麼時候

能再見到彭媽媽。我告訴他們馬上就可以了，孩子們
都開心得跳了起來。」郭小平說，因為這些孩子都已
經失去了媽媽，而且因為彭老師他們感到很親近，所
以孩子們也習慣稱彭麗媛為 「彭媽媽」。

記者來到孩子們的宿舍時，小寒正趴在床上盯着
學習機，記者湊上前去打招呼，小寒低頭笑了。她說
，學習機和書包都是去年 「彭媽媽」來時給他們帶的
禮物。

當問到有沒有想 「彭媽媽」時，小寒趴在記者耳
邊說， 「我們很快就又要見彭媽媽了，聽老師說還有
兩天我們就要去北京了。」說完，小寒笑着跑開了。

下午四點，李軍老師在電話裡告訴記者，孩子們
還在上課，下課後就準備出發去北京了。他看得出來
，雖然還在課堂，但孩子們的心早已飛到北京 「彭媽
媽」那裡了。

據了解，從 2009 年開始，紅絲帶學校的患兒每
年都會到中央電視台參加 「12‧1」演出，與他們的
「彭媽媽」同台。由彭麗媛老師參演的多個預防愛滋

病公益片中，都可看到臨汾紅絲帶學校孩子和老師的
身影。

聯合國有關專家曾表示，當初選中彭麗媛出任世
衛組織 「親善大使」，除了她的影響力和公眾形象，
更因為她有一顆熱愛公益事業之心，她身上還凝聚着
一種勤奮上進、鍥而不捨的精神。這對推進全社會關
注、支持 「抗擊結核病和愛滋病」事業是尤為重要
的。 【本報臨汾二十八日電】

彭麗媛的紅絲帶之緣
本報記者 楊傑英

▲上海 「名偵探柯南」 主題便利店日前開門迎客。便利
店銷售各類食品與日用品，店內裝飾有各種與柯南有關
的畫像 新華社

26 日下午，在衛
生部 13 位防治愛滋病
民間組織負責人，首次

有機會與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的主要
負責人，面對面溝通自己的困難與建議。而當
天原定 16 時同在衛生部舉行的國務院防治愛
滋病工作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參會官員已悉數
到位，然而，會議主持人李克強還 「深陷」在
上一場座談會中分身無術。一位現場記者由此
戲稱： 「這不是官方會議給草根會議讓路嘛
！」

按照原計劃，前一場座談會本該於 16 時
結束，事先只安排了幾位代表發言。然而參會
的 13 位民間防愛人士和患者，搶着發言，都
珍惜這一難得的發言機會。李克強本着 「零歧
視」原則滿足了 13 位參會者發言的要求，這
使隨後的國務院防愛工作全體會議被迫推遲了
1個多小時。

座談會開始前，大多參會者神情凝重，但

當李克強進入會場走過來與他們微笑交談時，
會場很快就變得輕鬆起來。在與他們一一握手
過程中，李克強說得最多的話是 「你的氣色不
錯」、 「希望你早愈」。

坐定後，李克強開門見山地說： 「民間組
織、 『草根組織』了解愛滋群體最真實的情況
和最細微的訴求，在國務院召開防愛工作會議
之前聽聽你們的意見，會使我們的會議更有針
對性。」

從一開始，他就打破事先安排好的發言順
序，鼓勵參會者 「自由發言」。在代表發言中
，李克強也不時插話，提醒發言者 「只講問題
和困難」。而在隨後召開的國務院防愛工作委
員會全體會議上，李克強也曾多次打斷部委、
地方官員的發言，要求他們 「有什麼建議，直
來直去地說」。

持續近3個小時的兩場會議中，李克強自
始至終都是 「即席發言」。

（中新社）

官方會議向草根讓路

▲26日，李克強逐一和與會的來自民間防愛組織代表握手 中新社

▲牛津大學、西南大學、重慶圖書館三方簽訂重慶研究
項目合作協議 蘇星源攝

▲去年11月18日，彭麗媛探訪臨汾紅絲帶學校
與孩子們聯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