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思想
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並在關鍵時刻得到
鄧小平支持，對改革開放產生深遠影響。圖為
胡耀邦與鄧小平（左）、李先念（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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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憶胡耀邦銳意改革
上海黨報撰文懷想斯人溫故促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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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5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
邦逝世24周年的日子，中共上海市委機關
報《解放日報》發表由曾任《解放日報》
黨委書記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上海
媒體界元老周瑞金撰寫、題為 「正直無
私 坦蕩胸懷 光明磊落——懷念胡耀邦
」 的文章。文章高度讚揚胡耀邦 「正如一
道清溪，堂堂湧出無私無畏的人生境界，
也堂堂推開思想解放、銳意改革的新境界
。」 又表示到了今天， 「我們仍然需要這
樣敢破險關、大智大勇的 『堂堂溪水』
」 。

朝太陽節封關三天
圖們邊民生活如常

周瑞金在文章開首寫道，24年前的今天，胡耀邦
因心肌梗死不幸過世，使全黨全國人民陷入巨大悲痛
。在中國改革又將走出新境界之際，懷想斯人，別是
一番滋味。他指出，在中國改革到了需要狠推一步、
擊一猛掌的新的歷史時刻，緬懷胡耀邦，有很強烈的
現實意義。

平反冤假錯案最有膽識
文章特別提到胡耀邦在 「文革」後擔任中央黨校

副校長期間，大無畏地組織和推動關於實踐是檢驗真
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衝破對領袖個人迷信的精神枷
鎖，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重要理論準備，成為
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沒有胡耀邦冒風
險銳意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並在關鍵時刻得到鄧小平
支持，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個深遠歷史影響是
怎麼評價也不會過分的。

周瑞金認為，胡耀邦最為人銘記的另一項歷史功
績，是組織和領導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冤獄
、落實政策的艱苦卓絕工作。1977年12月胡耀邦受命
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即手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
。到1982年底，花整整五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從 「
三反」、 「五反」到 「文化大革命」歷次政治運動中
冤案冤獄的平反工作，為數量高達三百餘萬人平反昭
雪，恢復名譽。胡耀邦對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膽識，
態度最堅決，斷案最公正，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文章指出，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方面，

胡耀邦不光自己身體力行，也不遺餘力地把有改革精
神的先行者推向潮頭。1978年，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的他，受葉劍英委託，給復出主政廣東的習仲勳寫信
勉勵，上世紀80年代初，胡耀邦又推薦另一位改革大
將任仲夷，促成了他從遼寧省調往廣東接替習仲勳。
周瑞金說，在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指導下，胡
耀邦是積極的推動者和冷靜的引導者。人們公認，胡
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成了我們黨最民主、政治生
活最正常、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周瑞金指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調研時對百姓
說過一句話， 「你們過得好我就高興」，人民滿意與
否，正鮮明地成為中共執政目標，而這也正是胡耀邦
當年身體力行、念茲在茲的執政理念。胡耀邦曾說過
： 「要做完人、聖人，難啦！但是，做真人、好人、
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當家做主的。」他認
為，在中共中央推出八項新規，力促改政風、文風、
會風的今天，胡耀邦這段說話更有現實意義。

除了周瑞金的文章外，《解放日報》15日還刊登
了由上海社會學家鄧偉志撰寫的《 「你騎馬來我牽牛
」──懷念胡耀邦同志》。該文記述作者1992年夏天
到江西共青城拜謁胡耀邦墓，看到 「七八位穿樸素
的老人邊流淚邊鞠躬。其中有兩位 『噗通』一聲跪了
下來。我也實在控制不住，跟失聲痛哭。」他回憶
： 「我想：這幾位是不是經耀邦同志的手平反的老幹
部？……經耀邦同志衝破阻力，予以平反的人太多太
多了！」

【本報實習記者董謙君廣州十五日電】今早6時
半，廣東深汕高速公路汕尾埔邊往陸豐方向發生連環
撞車，造成6人重傷、24人輕傷，近300人須疏散，一
度造成長達70公里的車龍。

有網友透露，事發路段每幾百米就有幾輛車撞在
一起，連綿幾公里目測至少二三十輛車相撞。有司機
說應該是深汕高速有史以來最大事故。

事發後，汕尾消防部門出動14人搶險救援編隊趕
赴現場搶救。據悉，當時霧大，事故路段能見度不足
20米，若處置不當極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傷亡，而該事
故一度造成超過70公里的大塞車。到18時10分，現場
清理完畢，深汕高速往汕頭方向交通恢復正常。

有關方面分析，大霧天氣可能是造成這次連環撞
車的重要原因。

15日胡耀邦逝世24周
年紀念日當天，江西鄱陽
湖畔共青城富華山晴空萬
里，來此拜謁胡耀邦墓的

民眾絡繹不絕。
共青城位於廬山南麓，鄱陽湖之濱，南潯鐵

路穿城而過。從南昌沿昌九高速公路北行約80公
里即到共青城胡耀邦墓。在蒼松翠柏環繞的共青
城富華山最高處，矗立一座呈直角三角形的墓
碑，形似紅旗的一角，碑石右上方雕刻胡耀邦
的側面頭像。

作為耀邦陵園的第一批講解員，導遊童麗紅
介紹說，胡耀邦陵園每年接待近30萬社會各界人
士前來瞻仰、憑弔。 「今天是胡耀邦忌日，雖然
是周一，但上午遊客仍有近千人。」很多遊客都
是特意從湖北、安徽、福建等地過來，不少人還
提前來這兒把花籃輓聯預定好。

站在墓碑前，共青城市退休教師左獻聲情
並茂地朗誦其自創詩歌。他聲音哽咽告訴記者
： 「只要有時間，我都會過來看他（胡耀邦）。
」

來自甘肅蘭州的78歲老人郭錫廉說， 「胡耀
邦是我很敬佩的人，他一生光明磊落，兩袖清風
，是我們的楷模。我自己會向他學習，也會叫我
的子女向他學習」。

為民想深獲擁戴
胡耀邦陵園內，中新社記者偶遇知名學者、

媒體人曹景行。曹告訴記者，剛到香港做新聞時
，他所報道的第一個事件就與胡耀邦去世有關。 「24年前，
他的去世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震動。」

曹景行說，近些年來，中國變化非常大。 「我們今天回
過頭來看胡耀邦，他是真正在為老百姓（辦事）。不論是早
年革命，還是從共青團到共青城建設及中國的改革開放，他
為人民事業樹立的楷模高度，現在太需要了」。

在江西出差的國企項目部負責人王勝兵告訴記者， 「今
天是耀邦老人的忌日，我特意過來瞻仰他老人家。通過瞻仰
、悼念老人家，了解到老一輩的偉大，為公為民，為老百姓
想」。

王勝兵說，現在都在說 「中國夢」， 「我認為老百姓的
中國夢，最基本的就是要老百姓生活好，老有所依，老有所
養，不管是生病也好，住房也好，都不為這些發愁」。

共青城市是江西最年輕的城市，肇始於建國初期來此墾
荒的98位青年。胡耀邦一生先後兩次來此，三次為其題詞。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京逝世。治喪期間，中共中央批
准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請求，將他的骨灰葬於此處。（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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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高速30車連環撞30傷

【本報記者尹健、趙文博圖們十五日電】在中朝邊境的
圖們江畔，延邊州圖們市，邊民生活一切如常。與各旅行社
中斷赴朝遊相比，中朝口岸通行仍處正常。但因朝鮮 「太陽
節」的到來，本月15日到17日期間，圖們與朝鮮相連的公路
和鐵路口岸暫時關閉，海關與出入境管理局也停止辦理一切
公務。

建制為縣級市的圖們有修建於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公
路與鐵路兩個口岸與朝鮮相通，它們都位於城區的東南角。
口岸的對面是朝鮮小鎮南陽，這是隸屬於咸鏡北道穩城郡的
一個鐵路工人社區，1.2萬人口中，以鐵路工人及其家屬為
多。在這裡通過望遠鏡，可看到南陽成片的白色房屋整齊排
列，懸掛朝鮮領導人畫像的火車站是最為醒目的建築物。
為數不多的朝鮮士兵在靠近邊境的崗哨周圍活動，但幾乎聽
不到那裡的任何聲音。

遊客銳減通關正常
「今天是朝鮮的太陽節，全國放假三天，城市裡很少有

人走動，都在家裡過節呢。平時還是挺熱鬧的，工廠有工人
上班，田地裡有做農活，都能看的清清楚楚。」在口岸做拍
照生意的趙大爺對記者說，因最近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來這
裡的遊客數量減少了很多，生意比往年難做，但口岸通行很
正常，昨天還有中方的車輛往朝鮮運送貨物。

口岸出入境通道空無一人，車輛檢測線也已關閉，門崗
只有兩名邊防武警。值班人員解釋說，朝方放假，到18日口
岸才能通行。以往遊客可以到口岸公路橋上近距離拍照留念
，但在購票處，記者發現窗口黏貼 「因國門橋樑維護，現
暫停上橋參觀，時間截止到11月中旬。」的通告。

隨後記者沿中朝邊境路，前往鐵路口岸。因有很多老
人在鍛煉身體，顯得熱鬧非凡。一處小型門球場地，距離朝
鮮不足千米，兩組老年門球隊正在比賽。68歲的朝鮮族大娘
金善姬是其中一支球隊的隊長，她說每天都有很多人來這裡
打球。

同公路口岸一樣，對朝鐵路口岸也已關閉，只有一名邊
防戰士在執勤。而在岸邊公園，原本可乘坐遊船和汽艇到圖
們江上觀光，但如今已被取消。一旁的女商販說， 「這幾天
來江邊採訪的記者太多了，國內的國外的都有。對面多少年
來都是這樣，安靜空曠，沒有一點變化。」

【本報訊】據新華社太原十五日消息︰中國現存
規模最大的祠堂式古園林建築群之一山西太原晉祠，
近日在搶修館內舍利生生塔時，施工人員在塔頂首次
發現了八條琉璃龍。古建專家稱其為琉璃中的上乘之
作。

記者看到，栩栩如生的八條黃色琉璃龍 「似坐似
舞」在翠綠的琉璃瓦上，周圍柏枝環繞、雲彩飄逸。
雖然歷經近300年的風雨，琉璃龍至今仍色彩鮮艷，
炯炯有神的眼睛配上張牙舞爪的形態，顯得活靈活現。

晉祠舍利生生塔位於晉祠塔院中央，始建於隋開
皇年間，宋代重修，現存古塔為清乾隆十六年（1751
年）重建。塔高38米，分八角七級，每層均繞以琉璃
勾欄。夕陽西下時，晚霞映射滿塔生輝， 「寶塔披霞
」自古便是著名的晉祠外八景之一。登塔遠眺，晉祠
全景盡收眼底。

「由於塔是近些年來首次修繕，龍又位於塔頂，
所以以前從未被人發現。」晉祠博物館古建部主任李
晉芳說，與琉璃龍同時發現的還有36枚清朝銅錢和2
根骨頭。

晉祠修塔發現8琉璃龍

2010年4月15日，也
就是胡耀邦逝世21周年忌
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在《人民日報》發表《

再回興義憶耀邦》的文章，寄託懷念。溫家寶在這篇
長達3000餘字的文章中表示，胡耀邦的 「行事風格對
我後來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帶來很大的影響。」

1985年10月，溫家寶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曾在胡耀邦身邊工作近兩年。1986年年初，胡耀邦
與溫家寶一行曾前往貴州考察。2010年4月3日，溫家
寶到貴州黔西南察看旱情，再次到興義，睹物思人，
觸景生情。 「耀邦同志派我夜訪的情景又在眼前，一
股舊地重尋的念頭十分強烈」。

溫家寶在文中回憶道， 「1985年10月，我調到中

央辦公廳工作後，曾在耀邦同志身邊工作近兩年。我
親身感受耀邦同志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
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親眼目睹
他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繼日地全身心投
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

溫家寶還寫到， 「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擔
任中央主要領導職務後，我經常到他家中去看望。
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發病搶救時，我一直守
護在他身邊。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後，我第一時間
趕到醫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
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後，我每年春節都到他家
中看望，總是深情地望他家客廳懸掛的耀邦同志畫
像。他遠望的目光，堅毅的神情總是給我力量，給我
激勵，使我更加勤奮工作，為人民服務」。

小資料

溫家寶曾撰文緬懷

心繫群眾

力促改革
胡耀邦不遺餘力地把有改革精神的先行者推
向潮頭，1978年，他給復出主政廣東的習仲
勳寫信勉勵。圖為1980年習仲勳（右）和胡
耀邦在廣州機場 新華網

【大公網記者王宇北京十五日電】世界首位公開
身份的同性戀女總理——冰島總理西于爾扎多蒂攜夫
人訪華一事，在內地的微博和論壇上受到很高的關注
，央視 「新聞聯播」則低調地未予提及，令不少內地
同志團體感到失望。

15日是冰島女總理西于爾扎多蒂訪華的第一天，
中國總理李克強為她一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歡迎儀式
。從 「新聞聯播」的畫面中可以看到，西于爾扎多蒂
夫人並沒有出現在歡迎儀式現場，中國官媒在介紹西
于爾扎多蒂的陪同人員中，僅表示有外交外貿部長、
自貿談判首席代表等。而根據不久前冰島總理辦公室
向全球發布的新聞通稿：西于爾扎多蒂會與夫人一同
展開5天的訪華行程，會晤習近平、李克強和剛離職
的前總理溫家寶。

雖然最權威也最正統的 「新聞聯播」對冰島女總
理夫婦隻字未提，但另一檔中國收視率頗高的新聞欄
目── 「新聞直播間」在15日早些時候的報道中，不
僅提到了冰島女總理和夫人的故事，而且還盤點了世
界其他知名的同性戀政治家，新聞標題頗為直接──
那些 「出櫃」的政治家們。

另外，本港鳳凰衛視的報道中公開提到了冰島女
總理攜夫人訪問中國。15日晚的消息引用冰島總理西
于爾扎多蒂的原聲配合同聲傳譯： 「我特別想感謝您
對我和我夫人的友好對待，而且我看到在北京，我去
什麼地方，大家都非常友好地在歡迎我。」

和官方媒體不同，內地的微博和論壇上對女總理
夫婦的關注度非常高。網友@Mr_Grieves專門提到：
冰島女總理是為了愛情於2010年6月27日正式頒布承
認同性婚姻的法律，終於同相戀多年的同性伴侶結婚
，成為冰島歷史上第一對依法結婚的同性伴侶。沒見

過世面的我比較好奇新聞聯播會怎麼報？@襄陽之散
人的說法很幽默：女總理70多歲，夫人50多歲，世界
最特別的第一夫人，出訪中國，給外交部禮賓司出難
題啦。

特別是一些中國同性戀團體和組織，希望藉此機
會來提升中國的同志權益。加V的組織 「女權之聲」
當天則報道稱，蘭州兩女同志穿婚紗公園結婚求祝福
，歡迎冰島女總統偕夫人訪華。

而官媒的刻意低調，難免引發了同志組織的失望
之情。不少網友發微博希望未來幾天的訪華行程中，
能在央視上看到冰島總理夫人的正式畫面。

此前曾有媒體報道，一家同志權利組織邀請冰島
女總理和夫人到咖啡館 「交流經驗」，並和中國的同
志人群接觸。但冰島駐華使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由
於日程繁忙，沒辦法為其安排此類活動。

冰島第一夫人受關注
官媒默殺同志團體失望

▲幾名遊客15日在江西鄱陽湖畔的共青城富華山胡耀邦
墓前鞠躬憑弔 中新社

▲朝鮮局勢緊張，往中朝邊境圖們的觀光客大大減少，
但邊民的生活仍大致正常。圖為遊客在圖們口岸眺望朝
鮮 本報攝

1986年胡耀邦（前左）在貴州考察時與當地
群眾交談。後排中為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胡
錦濤 新華網

▲冰島總理西于爾扎多蒂（左）攜夫人（右）訪
華一事，在內地微博和論壇受到高度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