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目事件 中國京劇院長表內疚

梅蘭芳之子、老戲骨梅葆玖始終保持儒雅風度，他首先
強調大家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推廣京劇藝術，「不是有你沒
我，有我沒你」。但梅葆玖還說，自15段「進校園」曲目
中有9段「樣板戲」的消息傳開後，「大家都給我打電
話，我家裡電話都被打爆了，說梅老師你怎麼不管管
呢」，「所以我必須得聲明，這個事我沒參與，你（投訴
者）別冤枉好人哪」。

教育部再被轟「不作為」

中國戲曲學院原副院長鈕驃卻很激動，這位曾為「京劇
進校園」付出大量心血的老戲曲理論家，直斥教育部「不
作為」，並有重複勞動、浪費資源之嫌。他透露，早在
2005年，戲曲學院就應教育部要求編成中小學戲曲教材初
稿。但在等待交審時，出版社的答覆卻是：「部裡頭沒抓
這件事，等待回音」。鈕驃還直率地批評：「領導們聲稱
經過了『有關專家』進行論證，也不知道是何方的專家。
我覺得專家應該有責任感，不能就這樣隨隨便便地通過
（有關方案）。」

此外還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高鋼、小學
京劇教員劉鷺等7位與會人員發言，多對當前確定的「京
劇進校園」曲目提出或犀利或委婉的批評。面對幾乎「一
邊倒」的場面，此前具體操作「京劇進課堂」的中國京劇
院院長吳江坐立難安，剛一開腔就先致歉：「應該說今天
所形成的這個現象，我是有責任的，我是比較內疚的。」

官員稱試點已就緒

吳江再三強調，大家都是出於推動「京劇進校園」的初
衷，但由於為趕在兩會期間出台相關措施，「時間緊了
點」，「所以工作做得不夠細緻」。他還發動「感情攻勢」
道：「不管是葆玖老師、學津（政協委員王學津）大哥，
我們都是一起的，感受是共同的。」他無奈地「討饒」：
「這不是有什麼矛盾，大家的共識都是一個。」

另一靶心—教育部，亦派出副部長李衛紅出席協商
會，「感謝各位委員對中小學生健康成長的關心」。但她
同時又說，目前教育部已經向試點省市下發通知，並已開
始教材編寫、光碟研製的工作，「試點階段前各項準備工
作已經就緒」。

委員對部分意見「不認同」

文化部副部長陳曉光則認為，「這個事要解決並不難，
會後只要論證一下，把所有專家都請到」。他言外有意地
說：「我最擔心的，是別把本來是咱們文化界為京劇救亡
的事攪黃了，別一慎重就把這事擱下了」。
官員們的善意表態，令政協委員很感滿意，但他們的部

分意見仍未得到完全的認同。在教育部、文化部兩位元副
部長提出部分觀點時，譚孝增委員不時發出冷笑聲表示不
滿；梅葆玖在聽到「邊推進邊調研邊改善」的建議後，又
再次補充，「這個事要慎之又慎」；孫萍委員則在會議結
束後再次找到政協提案審查委員會副主任王生鐵，反映自
己刪減「樣板戲」的要求。

被炮轟教育部長不現身

也許是由於政協對此事的重視，非但受指責最多的「靶
心」中國京劇院相關領導出席協商會，與「京劇進校園」
相關的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三大部也都有官員到場。
曾遭政協委員孫萍當面「炮轟」的教育部長周濟今未現
身，但副部長李衛紅、體育衛生與藝術司司長楊貴仁、基
礎司副司長楊念魯皆有到場。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
教育部長周濟(小圖)今日在接受採
訪時透露，大陸歡迎台灣學生來大
陸求學，已給予台生「超國民待
遇」:小學至初中的9年制義務教育
階段，台生不但可等同於陸生，還
可享受一定優惠條件，大學教育方
面台生和大陸的收費則完全相同。

學費與內地生同等

周濟今日坦言，很希望能加強海峽兩岸教育的交流與合
作。在兩岸互認學歷方面，大陸已主動承認台灣學歷。
「我們也希望台灣地區的『領導人』應該從順應民心，真
正從老百姓的利益角度出發來考慮這個問題」，周濟說，
兩岸早日實現學歷互認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

拒絕開設繁體字課程

近年來大陸不斷出台惠台政策。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台
生與大陸學生收取同樣費用，在廣東等省份台生高考還可
加20分。在大學教育方面，台生已與大陸學生同等收費。
每招收一名台灣學生，中央財政將補助8,000元人民幣。

另外，郁鈞劍、宋祖英、黃宏、關牧村等21位文藝界的
全國政協委員聯名遞交一份關於《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
提案》，建議在小學開始設置繁體字教育，將中國文化的
根傳承下去。周濟今日委婉地否決這一提案，他表示，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要使用簡化字、推廣普通
話，這是中國基本國策。

中國教育部長周濟今天同時透露，為
了使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能夠上得起大
學，能夠接受職業教育，國務院決定建
立健全普通本科學校、高等和中等職業
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助學體系：
一是在普通本科高校初步形成以國家

獎學金、助學金和助學貸款為主體，勤
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學費減免有機
結合的家庭經濟困難的資助體系。
二是建立起中等職業教育的困難學生

資助制度，還建立「綠色通道」制度，
使每一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不因家庭
困難而失去就學的機會。
周濟說，地方財政體系對這個體系的

建立作出巨大的努力。這樣一個政策實
行之後，國家財政和各個學校用於資助
困難學生的經費每年大概500億元，資
助學生2,000萬。其中高等學校的資助面
達到學生人數的20%以上，中等學校的
資助面達到90%以上。
這位部長強調，用教育發展來促進教

育公平，這是從機會上、起點上為大家
提供公平。但是在中國社會發展過程
中，還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群體，因此要
用惠民政策來保障教育公平。

教育部長周濟：
助困經費5百億

被轟「很不負責任」
周濟低調回應

政協專場協商 官員善意表態 委員滿意

大陸求學台生 可享「超國民待遇」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對於構建社會主
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全國政
協委員、陝西省副省長朱靜芝(見
圖)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建議，加大
對西部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資金支
持力度。
作為主管教育和科技達8年之久的

副省長，朱靜芝表示，西部城鄉差
距較大，財政自給能力較差，加之

「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欠
債負擔沉重，實現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難度較大，需要中
央在資金上予以傾斜。這也是統籌中、東、西部發展，縮
小地區義務教育發展差距的必要舉措。
朱靜芝建議，國家教育部安排部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合格縣」創建工作，由教育督導部門進行督導檢查和評估
驗收，落實政府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法律責任。同
時，實施佈局調整，實施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改造薄弱
學校。

籲部署「義務教育合格縣」

陝西各級政府「兩免一補」(免教科書費、免雜費、補
助寄宿生生活費)投入2億元，職業教育投入1億元，但受
困於經費狀況，寄宿制學校的後勤設施還遠遠不能滿足學
生需求，需國家支持。此外，她建議加大西部中小學教師
培養力度，暢通新教師補充渠道。
朱靜芝還提出「中央財政支持的職業教育項目向陝西傾

斜」、「實施城鄉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項目」、「加大西部
省份中小學校體育設施建設投入力度」、「改變西部省份
農村學校衛生設施條件」等多項建議。

委員：加大西部投入 促教育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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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老戲骨梅葆玖強調，對於「曲目事件」的爭論，大家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推廣京劇藝術，活躍學生課外文化。
圖為13日，甘肅臨澤縣小學生練習集體舞。 新華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本報日

前報道的「政協委員當面質疑教育部長」

一事仍未平息。43名政協委員對「京劇進

校園」曲目中「樣板戲」(指《紅燈記》等

有明顯「文革」色彩的京劇劇目)太多的質

疑，已引起十屆政協副主席周鐵農的關

注。政協昨天專門為此召開「提案辦理

協商會」，讓教育部、文化部等承辦

「京劇進校園」專案的官員，與對此

提出異議的政協委員當面「辯論」。

13日，2008北京
奧運會頒獎禮儀專
業志願者首批人員
結束了奧運頒獎禮
儀培訓和學習，即
將踏上四、五月份
舉行的「好運北京」
系列賽事。女學員
大都在 1 8至 2 2
歲，來自首都名
校。 中新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全國政協委員、一級京
劇演員孫萍在政協討論時向教育部「開炮」，雖然自己當
年曾提出應讓京劇走進校園，但教育部制定的16首校園京
劇中竟有9首是帶「文革」色彩的「革命樣板戲」，「搞得
現在壓力很大，我都成眾矢之的了」。孫萍更直指周濟對
於提案的回覆「很不負責任」。周濟今日則低調回應「不
負責之說」，他反問媒體：「我想你們也不相信」，孫萍自
己會解釋的。

委員孫萍：樣板戲非初衷

今年「兩會」火藥味十足，不少委員公開「炮轟」政府
部門。教育部將在全國十個省區市試點，在中小學音樂課
程中增加京劇內容。全國政協委員孫萍在討論中指出，很
感謝教育部能讓她提出的「京劇進校園」提案成為現實，
「不過樣板戲這麼多不是我的初衷⋯⋯」為此，她遞上了
由梅蘭芳之子、京劇大師梅葆玖牽頭，馮小剛、關牧村、
郁鈞劍、王安憶等42人聯名的提案，要求教育部緊急調整
相關做法，提案中建議增加傳統曲目。

【本報兩會
報道組北京14
日電】山東省
長姜大明(見圖)
日前在北京出
席全國「兩會」
期間，獲悉該
省高唐縣一位
退休近10年的
老教師一直還
沒有領到10年

前就應當發放的4,800元退休補助，而其
工資待遇亦相對較低，他立即批示聊城
市有關方面給予解決處理。據稱，這是
繼2003年溫家寶總理為四川農民熊德明
的丈夫「討薪」之後，中共政界又一位
「為民討賬」的高官。

姜大明在山東素有「親民省長」之
稱，有官員形容他極平易近人，無半點
「官架子」。而當地百姓據說亦經常能看
到姜大明到商店或超市購買方便麵等生
活用品。有記者曾就此細節向姜大明求
證，得到證實。這位「親民」省長表
示：「要加班吃方便麵，不去買怎麼
辦？」姜大明表示，自己也是普通百
姓，與普通人一樣。

■具體操作「京劇進課堂」的中國京劇院院長吳江
為此致歉。 本報記者北京傳真

■05年已編成中小學戲曲教材初稿，交審時被告知
擱置。委員轟教育部有重複勞動、浪費資源之嫌。

靶心一：劇目多「樣板戲」

靶心二：教育部「不作為」

■中國教育部長周濟表示，來大陸求學台生，可享九
年義務教育。圖為今年起免除學雜費的甘肅小學生在
朗讀課文。 新華社

「奧姐」出師

山東省長為民討賬

長江爆「98大洪水」機會微

在被問及今年長江是否會發生類
似1998年的特大洪水時，胡四一表
示，從氣象條件分析比較來看，
1997-1998年為強度厄爾尼諾年，而
2007-2008年卻是與之相反的中強度
拉尼娜年；1997-1998年前冬為弱的
冬季風，而2007-2008年是強冬季
風；1997-1998冬季為暖冬，2007-
2008年為冷冬。綜合分析，今年中國天氣情況與1998年相
似性很差，也就是說基本上不具可比性。
另據預測，今年夏季(6-8月)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降水可

能偏少2成左右，上游金沙江地區正常偏多。據此推斷長
江流域2008年汛期上游發生區域性、局部性大洪水的可能
性較大，但發生流域性大洪水的可能性較小。

今年汛期全國旱澇並重

據胡四一介紹，從歷史上來看，結合中國氣象局長期氣
候預測，預計今年汛期全國旱澇並重，全國大江大河均有
發生流域性大洪水的可能，其中黃河、海河、珠江發生大
洪水的幾率較大，長江、淮河、松花江、太湖等亦有可能
發生區域性或局部性大洪水。與此同時，還要特別關注颱
風所引起的東南沿海暴雨洪水和深入到內地的暴雨洪水。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爭議多年的中國怒江水
電開發工程，在農曆春節過後即「悄然動工」，引發了生
態保護業界的巨大反應。對此，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在
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怒江水電開發方案可以調整但不
能停止，需要國家能源局牽頭協調能源，水利和環保等
相關部門一起尋找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合理開發怒江的新
途徑。

協調解決爭論

胡四一表示，怒江水電開發引起了廣泛關注和激烈爭
論，這是水電開發史上前所未有的。開發與保留雙方各執
一辭，互不相讓，卻無良好的溝通機制，目前的當務之急
是尋找一個部門—國家能源局來協調解決爭論。

有助地區脫貧

就水電開發而言，科學發展觀就是不贊成單純為了區域
經濟增長而犧牲生態環境的容量和能力，也不贊成單純為
保持生態環境而不敢開發水電資源。當前應抓緊前期工
作，完成水資源綜合利用規劃和水電開發專項規劃，把握
當前需要確定的事情，選定對目前來說較好的選擇，盡早

實施那些沒有爭議
或爭議較小的壩址
的開發利用。
另外，胡四一指

出，怒江沿線既是
山區和邊疆地區，
也是少數民族聚居
區域，貧困問題極
為嚴重，生活在這
裡的人們溫飽問題
仍難以自己解決。
從目前情況綜合來
看，怒江具有豐富
的水電資源，開發
水電將是這一地區發展和脫貧的必然選擇，怒江本地民眾
對水電開發持歡迎的態度。
據了解，目前，中國西南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礱

江、大渡河、岷江等河流都先後完成了水能開發規劃，各
大電力公司爭先恐後挺進中國西南諸河，形成了中國歷史
上少有的群雄爭霸水電開發態勢。

【本報訊】據中通社14日電：正在北京參加「兩會」
的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公司董事長
錢智民，12日向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匯報了核
電發展情況。
廣東核電集團14日表示，錢智民向李鵬匯報了當前國

家核電中長期規劃的落實情況，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在核
電安全生產、工程建設、新項目開發和經營管理方面取
得的進展以及下一步工作的主要安排。
錢智民還匯報說，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創新，中

國廣東核電集團形成的自主品牌百萬千瓦級壓水堆核電
技術CPR1000，現在已應用於嶺澳核電站二期、紅沿河
核電站和寧德核電站共十台核電機組的建設。
李鵬對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在大亞灣核電站基礎上探索

形成的自主品牌核電技術已經實現標準化、批量化、規
模化建設表示滿意，還詳細詢問了南方地區遭受冰雪災
害後災區電力供應保障情況，對各電力企業在抗災救災
中做出的努力表示讚賞。

李鵬對廣
大核電建設
者積極推進
核電建設取
得的成就感
到欣慰，並
表示祝賀。
他強調指
出，廣大核
電建設者要
堅持安全第
一、質量第
一，繼續抓
好核電站安全生產，確保在建工程質量，努力提高經營
管理水平，為優化國家能源結構，促進節能減排，建設
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
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
電】全國人大代表汪恕誠(見
圖)在擔任水利部部長時，曾對
寧夏水利事業發展給予了大量
支持和幫助。是次十一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期間，他表示，
近年來，寧夏深入貫徹落實科
學發展觀，使水利事業得到了
發展，面貌得到了較大改善。
對於發展水利建設，汪恕誠認為，過去的傳統觀

念，加強水利建設就是多修水庫、多搞工程。實際
上，在中國加強水利建設非常重要的一條是加強水的
管理制度，通過制度變革，獲得水資源的可持續利
用。這幾年，實行了黃河整個流域的統一調度後，水
量未改變，但8年來黃河無斷流發生，靠的就是水管
理。在這方面，寧夏在全國起了帶頭作用，把工作重
點放在節水型社會建設上，在沒有增加用水指標的情
況下，以節水來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建設節水型社會中，寧夏採取工程、管理、農

業、技術多項措施。在用水管理方面，寧夏在全國率
先轉換水權。水權轉換後，加大水利工程建設，將有
限的水資源節約下來再做它用。另外是調整農業產業
結構，科學使用噴灌、小畦灌溉等節水技術；引種耗
水少的作物。同時，寧夏還在全國率先成立了農民用
水協會，實行一把鍬管水，渠道放水由協會管理，統
一澆灌，現在按立方米收費大量節水。

寧夏領頭節水
改善黃河斷流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在被問及日前公佈的大
部制改革方案的議案中，環保總局升格為內閣部委是否必
要時，胡四一表示，大部制改革主要是轉變職能，調整機
構和加快制度建設。此次環保升格，代表了政府管理體制
改革的先進發展方向，中國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和環境保
護的重要性，目前的這種體制安排有其相對合理性和現實
性。更前瞻地看，中國在若干年後將進入後工業化階段，
屆時，水利部和環境部料將會相互融合走到一起。
胡四一稱，水利部與環保總局聯繫密切，水污染防治的

行政主管部門是環保，水資源保護的行政主管部門是水
利。由於水量管理和水質管理很難分開，水質管理實踐中
不可避免是由水利和環保共管的，如果兩者不能有效協
調，很容易導致衝突，經常會有工作需要協調。
水利部主要考慮的是水資源保護，而環保總局注重的是

水污染防治，從關係上來講，兩者密不可分，但完全把兩
者合二為一，從現階段來講似乎是不可行的。

水量水質管理難分割

中國正處於重化工業發展階段，對水資源的需求相當龐
大，水資源是作為經濟資源發揮重要作用的；但當逐步進
入後工業化階段之後，高技術佔主導地位，產業結構將得
到很好的調整，產品的耗水量也會大幅下降，水資源將更
多的作為環境要素發揮間接作用，屆時，水利和環保將走
到一起，但這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胡四一表示，從目前來看，大部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明晰

各個部門的職責，進一步加強了各部門之間的協調，而非
將所有部門的職責歸於一個部門負責。

料水利部環境部將合併

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分析 黃河珠江氾濫可能性高

怒江開發不能停 開發保護可同步

李鵬籲核電人員堅持安全第一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港區全國政協常委伍淑
清向本報透露，她已正式向全國政協提交提案，建議中央
有關部門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一國兩制」
的政治體制，以及信息、會展、物流等方面優勢，與聯合
國機構諸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貿發會議、非洲國
家駐華使館等聯手，共同搭建中非國際合作平台，提高國
際知名度和影響力，達到中非合作中更高層次的「共贏」
目標。

伍淑清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不僅讓中國經濟取得
令人矚目的持續增長，對外也越來越開放，國際合作更加
擴大。「特別是在中非合作方面，已經撼動了西方國家和
前殖民主義列強所主導的充滿摩擦的舊秩序，並獲得非洲
人民的認可。溫家寶總理甚至預測，中非貿易額在2010年
前將達到1,000億美元—相當於10年內增長10倍以上。屆
時，中國將超過美國和歐洲，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最
大的貿易夥伴。」

但她同時指出，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投資也充滿了風險。
「一些非洲國家本身政治不穩定，對於強調不干預內政的
中國來說，在當地的中國公司，不可避免會受到影響。」
因此她建議，全國政協應發揮海外聯繫面廣等優勢，與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貿發會議、非洲國家駐華使館
等機構，建立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擴大中國的國際知名
度和影響力，為發展民間外交、構建中非「共贏」平台，
打下堅實基礎。「比如在香港建立中非民間商會項目數據
庫，利用香港獨有優勢，對現有這些數據進行深度研究，
為中非進一步合作提供各種準確報告和切切實實的智囊引
導。」

委員倡在港建中非合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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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正參加全

國「兩會」的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見小圖)在

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表示，據目前的分析，

今年同期的氣候條件與98年沒有相似性和

可比性，因此今年長江發生流域性大洪

水的可能性較小。另外，受1月以來多

雨雪天氣的影響，黃河、海河和珠江

流域今夏發生大洪水的可能性較大。

3月14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
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
幕。這是李承淑委員（朝鮮族）走出會場後
面對眾多鏡頭，欣然起舞。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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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中的選址

■錢智民(右)和李鵬(左)合照。 中通社

■在怒江進行水電開發工程惹來爭議。 資料圖片

■胡四一表示，今年長江發生如98年般的大洪水之可能性較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