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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全國政協常委、國家宗教事務局

局長王作安日前向香港文匯報透露，世

界佛教徒聯誼會大會今年將首次在華舉

辦，地點定在陝西寶雞。另外，宗教局

正開展對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資格和財產

所有權問題的調研，為提出相關建議打

下基礎。

據了解，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是佛教徒國際組
織，簡稱「世佛聯」，由斯里蘭卡佛教學者

馬拉拉塞克拉倡議，於1950年5月在錫蘭（今斯
里蘭卡）成立。迄今為止，「世佛聯」大會已舉
辦過26次。
王作安表示，宗教局持續鞏固和深化與港澳台

宗教界的友好關係，努力做好宗教領域的國際友
好交流工作。將於江西鷹潭舉行的第三屆國際道
教論壇，及中國佛教協會首次在華承辦「世佛
聯」大會，是年內宗教領域兩個重要的國際性大
型活動。

深入研究宗教場所法人制
王作安又指出，今年將着力推進宗教工作法治

化，包括總結評估《宗教事務條例》頒布十周年
實施情況，查找問題，深入研究，為修訂和完善
該條例做準備。要鞏固宗教教職人員認定備案、

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監督管理兩個專項工作成果，
進一步解決遺留問題，提出常態化管理意見，建
立長效機制。
他表示，中國宗教活動場所的歷史情況較為複

雜，正在開展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調研。「我們要
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針對當前存在的突出
問題，提出具體舉措，為形成較為系統的宗教活
動場所管理意見奠定基礎。」至於宗教活動場所
法人資格和財產所有權問題的研究，目前也處在
調研階段。

密切關注網絡宗教問題
王作安強調，將不斷加強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

滲透的工作，針對重點難點問題，開展專題研究，
提出對策措施。而對於日趨熱絡的網絡宗教問題，
宗教局將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互聯網上的宗教
問題與現實中的情形不太一樣，我們現有的法律法
規可能也不完全適用，須加強調研。」
伴隨互聯網高速發展，內地各大宗教均已搭上

網絡快車，各種宗教網站紛紛建立，網絡宗教活
動廣泛開展，宗教網絡化發展劃出新軌跡，亦為
國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帶來新挑戰。
以往內地對互聯網上宗教行為的管控寬鬆。而

近年來，境外「三股勢力」（即暴力恐怖勢力、
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通過網絡傳播宗
教極端思想，展開滲透、挑唆、煽動活動，網上
糾合、網下行動的動向明顯。各級公安機關已加
大打擊此類非法活動的力度，去年6月至8月，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機關查處涉及傳播涉穩謠言
類違法犯罪人員256名，其中傳播宗教極端思想
的人員139名。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
曉雪）作為三級醫療體系的樞紐，鄉鎮醫
院的改革成敗決定着醫療體制改革的成

敗，為此，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世茂集團董
事局主席許榮茂建議，應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鄉鎮醫院
改革。

貧困地區醫療供求惡性循環
許榮茂說，他通過對「世茂愛心醫院」項目的長期
跟蹤調研發現，隨着農民群眾對身體健康的重視程度
不斷提升以及新農合為他們基本解除了看不起病的後
顧之憂，他們對獲得優質醫療衛生服務的需求日趨強
烈，但很多貧困地區的鄉鎮醫院卻無法滿足這些需
求。
而因為缺乏診療設備和人才，很多鄉鎮醫院的診療

能力與群眾的需求差距很大，從而使醫院的就診人數
和診療收入不足，這又反過來造成醫院根本沒有資金
去增加設備和人才。這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儼然已經成
為貧困地區鄉鎮醫院的困局。
「要破局，單靠政府的財政支持、企業的慈善捐助

或者醫院自身難度都很大。」許榮茂認為，應鼓勵民
間資本參與鄉鎮醫院改革，激發鄉鎮醫院的潛能和活
力，引導人才向鄉鎮醫院流動。

政策幫扶貧困歸僑僑眷
作為中國僑聯副主席，許榮茂亦對貧困歸僑僑眷的

幫扶工作表示關注，他指出，通過對廣西北海市僑港
鎮、部分華僑農場等地調研和分析，發現目前還有很
多貧困歸僑僑眷存在嚴重的生活困難。他們生活的改
善不僅關係到僑界民生，也影響國際社會輿論。
為此，許榮茂認為應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法規，並

以政府主導加大住房保障和危房改造、貧困歸僑僑眷
社會保險、基本醫療、子女教育等問題的解決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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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世茂集團董事局主
席許榮茂。 王曉雪 攝

許榮茂：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何凡）全國政協委員、內
地著名歌唱家陳思思向記者表示，
希望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推動兩岸
四地文化交流機制化常態化。她建

議，設立兩岸四地文化交流基地，依托內
地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等，推出族譜
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文化展覽活動，
為港澳台同胞尋根問祖、開展學術研究創
造條件。
陳思思曾於2009年至2012年間先後在台
灣、澳門、香港舉辦「美麗之路」系列演
唱會，探索兩岸四地文化交流新路徑。但
她在調研中發現，兩岸四地文化交流還存
在着一些問題，如規模不足、平台缺位、
品牌缺失、方式單一、機制陳舊、資金匱
乏、進出失衡等問題。
作為首位赴港澳台地區文化交流的軍旅
歌唱家，陳思思建議創新文化交流機制，
增強兩岸四地文化交流的內生動力，積極
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文
化企業，積極開拓港澳台文化市場；加強
相關學術課題研究，提高兩岸四地文化交
流科學化水平。
她說，可通過書法、國畫、民歌、山歌

的展演、展示等各種活動，或是在北京、
台北兩個城市共同舉辦文化博覽會，以具
體的文化活動進一步推動兩岸人民文化交
流，共同為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做出貢獻。
也可在港澳台設立中華文化中心，打造文
化發展論壇、文化產業博覽會、創意文化
產業展等綜合性文化交流平台，全方位推
進中華文化在港澳台地區的傳播和影響。

■全國政協委員、
內地著名歌唱家陳
思思。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
刊訊（記者 何
凡）全國政協
委員、河南大
學校長婁源功
近日向香港文
匯報指出，宜
將內地省部共
建高校上升為
國家戰略，加
強教育部和地
方政府共管的
運行模式，實
現真正意義上
的省部共建。
他說，只有上
下結合，形成良性互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制約學校
快速發展的瓶頸問題，從而實現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
振興和全國教育公平。
他表示，國家有39所「985高校」，112所「211高

校」，41所省部共建高校等，但在普通民眾心目中，
這些學校有的是「娘娘級」學校，有的是「貴妃
級」，還有的只是「答應」、「常在」，其所受的
「冷暖」待遇自不相同。教育不公平會嚴重傷害青少
年一代的心靈，也會降低人們對政府的信任，與教育
的初衷是相背的，須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
婁源功建議，將省部共建高校上升為國家戰略，在
重點科研機構的佈局上傾斜支持經濟後發省區，並建
立「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進入、退出機制，
讓辦學歷史比較長、基礎比較好、為國家做出過重大
貢獻且發展勢頭強勁的非「985工程」和「211工程」
院校也有機會獲得國家層面的支持。
此外，應抓緊制定《反就業歧視法》，依法解決就

業歧視。將性別、年齡、身高、學歷、戶籍、院校等
限制因素予以規範，明確可以設置和不可以設置「限
制性條款」的各種情形，從根本上解決就業歧視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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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河南大學校長婁
源功。 何凡 攝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全國政
協委員、台盟福建省委副主委駱沙鳴近日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城鎮化須是產業發展的結果，城鎮化應防止文化
「邊緣化」。為防止城鎮化帶來「千城一面」，只有鋼
筋水泥的偉岸而泯沒了人文特色和個性等遺憾，在推進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要更加重視加強文化生態保護。
駱沙鳴表示，歷史文化是文化重要組成，是城市文化

的基礎、城市文明的源頭，也是城市精神所在。截至
2012年，全國共有120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不久
前，住建部與國家文物局聯合下發通知，對8個市縣因
保護工作不力而給予黃牌警告，這是一個苗頭性警示信
號。非遺保護，要講求文化生態。激活傳統文化的「現
代芯」，是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文化傳承與發展相輔相成
的良好選擇。

樹立文化城鎮化理念
他建議，要樹立文化城鎮化理念，加快新型城鎮化的特

色文化產業公共服務平台建設，建設一批產業特色鮮明、

創新能力強、產業鏈完整、規模效應明顯的特色文化產業
基地，提升新型城鎮化的文化底蘊、文化魅力和歷史質感。
可通過傳承農村民族文化符號（方言、民俗、戲曲等），
保存文化認同，促成區域文化形成的文化產業變為新市民
實在收入來源。
駱沙鳴指出，城鎮化不應以文化流失為代價，鄉土社

會保存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農村的民居建築、民俗文化
等應活態地在城鎮化進程中保護傳承。須強化政府對區
域文化遺產保護的文化責任，可採用保護傳承為原則下
的適度開發利用，應妥善處理歷史文化街區的活態展示
與人脈難以延續的矛盾。保護歷史街區即是留住了文化
根脈。
他說，要通過城鎮社區的文化遺產教育，使居民在享

受文化遺產紅利的同時，自覺推動文化城鎮化的鄉土草
根地域文化的生態保護。還應營造一個良好的城鎮文化
傳統氛圍，強勢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運用文化與科技深
度融合發展填補新型城鎮化文化產業軟肋，並增強進城
農民工獲得遷移至城市從事非農產業的能力。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王曉雪）在關注交通擁堵、環境保
護、看病難等問題的同時，全國政協委
員林曉昌今年還帶來了《不該被遺忘的
抗日戰場—滇緬公路》的提案，他呼
籲將滇緬公路列入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
項目，並盡量保護現存的滇緬公路。
在中國西南邊陲小鎮畹町與緬甸九谷

鎮連接的「畹町橋」旁，有一座用70
多年前修路使用的大石碾建造的紀念
碑，碑文鮮紅醒目：「萬眾築血路，機
工譜丹心，遠征壯歌行，鑄就抗日

功。」二十字記錄了一段攸關中華民族
生死存亡的悲壯歷史。然而這段鮮為人
知的歷史漸漸被人們遺忘。
林曉昌表示，全長1146.4公里的滇緬

公路誕生於中國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全
憑20萬滇西勞工自帶口糧農具用八個
月的時間開鑿出這條戰時毛路。抗日戰
爭時期，從滇緬公路運往中國的軍需物
資達60萬噸，「公路上的惠通橋、昌
淦橋等大橋均是愛國僑胞出錢出力建
造，是中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用血汗和生
命築成的一條抗日戰爭的生命線。」

「但是現在滇緬公路一些路段被改道
或年久失修。」 林曉昌表示，滇緬公
路第一橋的漾濞江公路橋已經在1966
年被洪水沖毀，而昌淦橋及兩側的滇緬
公路如今已被鋼筋混凝土的「功果大
橋」、現代化水電站所取代，面目全
非。
為此，林曉昌建議把滇緬公路列入國

家級重點文物保護項目，在滇緬公路海
拔最高處為築路勞工樹立紀念碑，盡量
保護現存的滇緬公路，並形成長期維
護、保養機制和機構。

駱沙鳴：城鎮化應防止文化「邊緣化」

林曉昌：不該被遺忘的抗日戰場——滇緬公路

■全國政協委員、台盟福建省委副主委駱
沙鳴。

■■全國政協委員林曉昌全國政協委員林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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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兩岸四地
文化交流機制化

■■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
作安作安（（前排左一前排左一））一行考一行考
察深圳弘法寺察深圳弘法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