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倡導闡明核心價值觀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三十日消
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
記王岐山30日在北京表示，黨的作風關
乎人心向背，關乎黨的生死存亡。做好
新形勢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
需要加強調查研究，集思廣益，廣泛聽
取各方面特別是專家學者的意見。

王岐山當天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
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
的意見和建議。他強調，各級紀檢監察
機關要以黨的十八大精神為指導，全面
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深入推進黨風廉
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切實做到幹部清
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信任不能代替監督
王岐山說，要清醒認識黨風廉政建

設和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
巨性，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

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堅決查處違紀
違法案件，研究並實施制度創新，全面
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要引導
和督促廣大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牢
記黨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時刻把人民
利益放在第一位。轉變作風要從自身做
起，從點滴做起。要切實改進文風會風
，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堅
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各級黨的組織
、廣大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嚴
格遵守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始終
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王岐山強調，信任不能代替監督。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必須加強自身建設，
努力建設一支忠誠可靠、服務人民、剛
正不阿、秉公執紀的紀檢監察幹部隊伍。

脫稿講話即席互動
參會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

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接受記者採
訪時透露，今天王岐山特意跟在座專家
學者說 「大家不一定念稿子，可以即席
發言」。王岐山本人在會上也沒有念稿
，而是即席講話。

這是任建明第4次參加中紀委組織的
專家學者座談會。根據他以往的經驗，
會議一般是由中紀委副書記主持，在專
家學者發言結束後，由中紀委書記講話
。但今天的會議與以往不同， 「會議由
王岐山主持，他完全是脫稿講話，然
後由專家學者發言，最後是大家互動
的時間。王岐山強調了反腐敗問題的
複雜性，並希望專家學者的研究能夠更
加深入。」

任建明表示，改變黨風從會風開始
，參加此次會議讓他感受到會風的轉變
，這種轉變從中央級別的會議開始，為
其他會議作出了表率。

王岐山：黨風關乎黨生死存亡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
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
見和建議 新華社

文化強國建設重公民道德

粵見義勇為犧牲重獎100萬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星期六A4要聞責任編輯：王兆陽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化學者
張頤武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十八大報
告中關於文化強國建設的部分，有新的亮
點。報告特別對公民道德建設和價值觀建
設給予關注，並首次嘗試對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的內涵做出概括。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三十日電】

九三學社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1
月30日在京開幕，從而拉開了民主黨
派集中換屆的序幕。12月，各民主黨
派和全國工商聯將密集舉行全國代表
大會，選舉產生各自的新一屆中央領
導集體。由於各黨派的領導人通常都
是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領導人，因
此這輪密集換屆將直接牽動明年三月
全國兩會的人事布局。

中國現在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
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
、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
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
（農工黨）、九三學社、中國致公黨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八個
民主黨派。將在12月密集舉行的大會
有：民革十二大、民盟十一大、民建
十大、民進十一大、農工民主黨十五
大、九三學社十大、致公黨十四大、
台盟九大和全國工商聯十一大。

數十年來的慣例，民革、民盟、
民建、民進、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
等六個規模較大的民主黨派的主席，
一般都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
熱門人選。而致公黨、台盟、全國工
商聯主席加上前述六大黨派的第一副
主席，則通常會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因而，各民主黨派的領導層換屆與
政治交接，將直接牽動明年三月全國
兩會人大、政協的換屆，涉及十幾
位國家領導人，是中國政壇的一件
大事。

一些為換屆做組織準備的互動已
經提前舉行。民革中央副主席厲無畏
成為第一副主席，副主席萬鄂湘擔任
常務副主席（正部長級）。衛生部部

長陳竺10月28日增選為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這
位改革開放以來迄今唯一的無黨派部長，成為民主
黨派的高級領導人之一。在各黨派的換屆時，預料
都將擔任更重要角色。

陳竺由無黨派人士而直接當選為農工民主黨副
主席，類似這種 「半路出家」的方式早有先例。譬
如，2006年，同濟大學校長萬鋼被增選為致公黨副
主席，2007年出任科技部部長，年底即當選為致公
黨主席，2008年3月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11月28日出席黨外
人士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座談會時表示，希望
各民主黨派認真開好全國代表大會，遵循參政黨建
設的目標和原則，全面加強思想、組織、制度和作
風建設，在搞好新老交替基礎上順利實現政治交接
，確保多黨合作優良傳統薪火相傳，推動多黨合作
事業蓬勃發展。

截至2011年底，各民主黨派成員總數達80多萬
人，地方組織數量達到2404個，基層組織數量達到
37639 個。而截至今年 4 月，全國有 30 個省（區
、市）政府配備了黨外副省長（副主席、副市
長），14 個副省級城市配備了黨外副
市長15名，近90%的市縣兩級政府配
備了黨外副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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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頤武表示，十八大報告中對建設文化強國提出
一些總目標，都照顧到過去的提法，把中國共產黨在
不同歷史時期提出的文化方面的主張、走什麼道路、
堅持什麼方向等，都進行了總的概括。其中， 「增強
全民族的文化創造活力」、 「學術民主」、 「藝術
民主」等，都是有意思的提法，以鼓勵社會在文化
方面有更多開放性，對人們的創造力、想像力有更
多解放。

他表示，文化問題在十七屆六中全會得到凸顯之
後，在十八大又被再一次深化和強化。相對於六中全
會的中心主要關注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的具體路徑，十八大的報告是從總體和全局來論述的
，文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其中對於文化在整個
社會風氣、價值觀的建設方面給予了非常大的關注。

體系化闡釋核心價值觀
張頤武認為，十八大報告首次對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觀的內涵做出概括，三個層面提出三個 「倡導」：
「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
「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
「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個體層面。第

一個倡導是國家的價值選擇的大目標，第二個倡導是
社會運行的基本的理念，第三個倡導是個人在生活和
事業中需要遵循的準則。

這三個部分有機聯繫在一起，層次清楚，對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進行了體系化的闡釋；為中國
建設文化強國、美麗中國，實現到 2020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大願景，提出了價值觀建設和社會認同方
面的基本框架。

在公民道德建設部分，十八大報告提出，怎樣改
造社會風氣和公民素質，是提高整個社會的素質的關
鍵。張頤武說，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注重人文關
懷與心理疏導」，這部分從六中全會到十八大一直
得到強調，這其實是注重從專業的角度，用更多的
有效的方法對公民素質進行提升，而不僅僅是道德的

倡導。

自覺自信傳播中華文化
他表示，隨着中國經濟成長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

高，公眾對社會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由此產生了很
多問題，如人民幸福感和社會信任感低等。對此，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就成為增加大家對社會的信
任，提升公眾幸福感的必要路徑。

張頤武表示，在建設美麗中國過程中，中國的發
展路程到了一個新的節點。過去很多問題靠經濟拉動
得以解決，現在有些問題已經不能簡單用經濟手段，
需要更多思考文化層面的解決方案。文化的作用越來
越關鍵和重要，文化強國成為建設美麗中國的一個核
心部分。

十八大報告提到 「文化自覺」和 「文化自信」，
他表示，這其實是一個重要的觀點，是對於當下中
國文化努力方向的提示。文化自覺就是對自己的文
化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入的理解；文化自信就是通過
這種充分的認識和深入的理解，達到對自己文化的
一種信心。中國在文化走出去和打造文化軟實力方
面，除了需要文化間的溝通理解，更需要有文化的
自覺、自信、自強，令中華文化在全球的傳播有更
好的平台。

解讀
十八大十八大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三十日消息：記者30日從中
國民政部獲悉，根據《烈士褒揚條例》相關規定，經與國
務院法制辦、國防科工局、中航工業集團、解放軍總政治
部組織部等部門研究會商決定，民政部評定在執行武器裝
備科研試驗任務中因公殉職的羅陽為烈士。

根據《烈士褒揚條例》，公民犧牲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評定為烈士：（一）在依法查處違法犯罪行為、執行
國家安全工作任務、執行反恐怖任務和處置突發事件中犧
牲的；（二）搶險救災或者其他為了搶救、保護國家財產
、集體財產、公民生命財產犧牲的；（三）在執行外交任
務或者國家派遣的對外援助、維持國際和平任務中犧牲的
；（四）在執行武器裝備科研試驗任務中犧牲的；（五）
其他犧牲情節特別突出，堪為楷模的。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三十日電】張頤武教授認
為，中國未來建設文化強國面臨三大挑戰。一是如何
通過社會價值觀的建設，解決公眾認同感、幸福感和
信任感低的問題。二是如何通過體制改革，在提供給
公眾更好文化服務的同時，讓文化市場更活躍、文化
創意產業更加發展。三是如何通過文化發展讓全球更
了解中國；如何發揮文化的作用，讓中國在學習成為
大國和讓世界適應中國成為大國的過程中磨合溝通。

張頤武表示，雖然現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公眾
普遍的生活水平一直提高，但無論是從輿論還是公眾
的情緒上，都可以看到幸福感和對社會的信任感低迷
。這些問題是中國三十年急劇發展的過程中，必然遇
到的情況；但另一方面如何正視並解決，也非常具有

挑戰性。
他指出，核心的解決方案就是在文化上進行突破

，除了通過價值觀建設，還要在文化發展過程中，讓
文化成為公眾提升幸福感、找到精神上認同感和凝聚
力的重要部分。從這個角度看，文化問題是整個社會
建設中非常核心的問題。

張頤武認為，文化強國的第二個挑戰是怎樣讓文
化的管理體制更加適應社會的發展，既有管理又能有
高度的靈活性。

他表示，中國的大眾文化和文化創意產業等現在
已經表現出強大的活力，但相關的管理機制和運行體
制卻與迅速發展的環境並不適合；對大眾文化往往是
管起來不出事就算了。怎樣盤活體制，理順政府提供

文化服務和市場提供文化消費的關係，建立成熟的管
理方式和運作路徑，讓大眾文化和高雅文化都能得到
快速發展，需要費大力氣研究探討。

最後，如何讓文化走出去，讓中國文化在世界上
得到更多認可、有更大影響力。

張頤武指出，文化傳播中存在一個 「文化折扣」
問題，就是由於對一種文化不熟悉、不了解，使其在
傳播的過程中打折扣。 「比如中國文化有很多精美的
東西，連中國自己的年輕人都不熟悉，要讓外國人熟
悉就更難了。」他認為，推動文化走出去，要放平心
態，不能操之過急。有時候政府要出錢，但是要出在
刀刃上；更重要的是，民間的市場化運作要真正運作
起來，讓大眾文化顯出活力。

張頤武舉例說，韓國最近以《江南style》一曲熱
爆全球的鳥叔（PSY），雖然看起來不登大雅之堂，
但是從聯合國秘書長到美國總統候選人，都非常感興
趣。大眾文化具有跨越 「文化折扣」的吸引力。

放平心態正視三挑戰

【本報訊】據新華社廣州三十日消息：2013年1
月1日起，廣東因見義勇為犧牲的將獲獎100萬元，
因見義勇為誤工的應視同出勤。

這是 29 日經廣東省第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
八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廣東省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
障條例》作出的規定。重獎條款一直備受關注，在此
前的審議中引起了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多番討論。

廣東省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金正佳表示，提
高最高獎勵額度到100萬元，有利於發揮獎勵措施的
作用，產生較好的社會效果，也體現對見義勇為行
為的大力支持，能夠有效解決見義勇為人員的實際
困難。

根據《條例》，獎勵分四個等級，犧牲的，由省

政府頒發100萬元撫恤金；根據喪失勞動能力的不同
程度，分別給予80萬元、60萬元和40萬元的獎金。

為了避免英雄 「流血又流淚」，《條例》還對見
義勇為者的就業、子女保障等問題作出規定。對就業
困難的見義勇為人員，優先納入就業援助，優先安排
到公益性崗位；因見義勇為而致孤的未成年子女由政
府發放孤兒基本生活費。此外，《條例》還規定因見
義勇為誤工的應視同出勤，用人單位不得因此降低其
福利待遇或違法解除勞動合同。

對於曾引起社會廣泛熱議的 「受益人是否應承擔
相應費用」問題，《條例》明確，因見義勇為而遭受
身體損害並有受益人的，有關費用可以由受益人或其
監護人適當承擔。

羅陽被評定為烈士

▲廣東提高獎勵額度能夠有效減輕見義勇為者實
際困難 資料圖片

▲羅陽的母校─武漢市第四十三中學的學生手捧蠟燭
追思昔日學長羅陽 中新社

▲張頤武表示，中國需要有自覺、自信、自強，更好的傳播中華文化，圖為奧地利格拉茨大學孔子學
院師生在進行端午文藝表演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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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張頤武一直專注於對全球化和市場
化激變中的中國大眾文化和文學的研究，並對處
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當代文化作出了豐富而重要的
闡述。主要理論專著有《在邊緣處追索》、《從
現代性到後現代性》、《新新中國的形象》、
《全球化與中國電影的轉型》等；大眾閱讀出版
物有《思想的蹤跡》、《一個人的閱讀史》等。

張頤武簡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