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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萬留守童整年未見父母
消極情緒明顯 女童煩亂指數更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北京報道）貴

州畢節 4 名留守兄妹服農藥自殺身亡、湖南

■留守兒童心理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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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歲女童毒殺同學等近期事件引發了全社會
對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的極大關注。內地早前
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八成的留守兒童在父母
外出打工期間感到孤獨。昨日，在北京發布
的《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

神州快訊

姚引良任陝西省副省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陝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
十次會議 18 日在陝西
西安召開，表決通過關
於接受祝列克辭去陝西
省副省長職務的請求的
決定，表決通過關於姚
引良任陝西省副省長的
■姚引良。
決定。
本報西安傳真
姚引良，男，1956年
7 月生，漢族，陝西戶縣人。2015 年 6 月後任陝西
省委常委，省政府黨組副書記。中共十七大、十八
大代表，中共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河北民營經濟研究會成立

（2015）》指出，與非留守兒童的情緒狀態
相比，留守兒童有較為明顯的消極情緒，其
中，母親外出對留守兒童情緒影響更明顯，
而留守女童煩亂指數更高。白皮書另指，內
地目前約有近千萬留守兒童已一年沒見過父
母。

年 10 月至 12
為深入了解留守兒童心理狀況，2014
月，「上學路上」兒童心靈關愛中心公益組織聯合

■著名影
星李冰冰
發佈會現
場發言。
記者張紫
晨攝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李亦菲教授，對內地東部、中部、
西北、西南的六個省市農村地區的留守兒童進行了問卷
調查，重點分析有哪些因素對留守兒童心理狀況產生影
響。調查顯示，在 1,054 名留守兒童中，有 15.1%一年都
沒有見過父母。按照留守兒童總數 6,100萬測算，內地約
有921萬兒童一年都沒見過父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一龍 河北報道）經過精
心籌備，河北省民營經濟研究會 18 日上午在河北省
石家莊舉辦成立大會。據了解，該會是由致力於民
營經濟發展研究和服務的有關單位、企業家、專家
學者為主體自願組成的非盈利性組織。香港文匯報
董事長、社長王樹成被特聘為該會特約顧問，並發
去賀信。
河北省工商聯副主席、榮盛集團董事長耿建明當
選為河北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他表示民營經濟在
河北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穩增
長、調結構、惠民生的關鍵所在。

葉小鋼當選中國音協主席

與父母聯繫越少越煩亂
李亦菲表示，與父母聯繫次數對農村兒童煩亂度有顯
著的影響，總的趨勢是，一年內與父母聯繫次數越少，
兒童的煩亂度越高，與父母幾乎每天聯繫的兒童煩亂度
最小。

母親外出情緒影響更大
在發布會現場，當紀錄短片《棉花村的孩子》播放到
一個 13 歲的女孩抹着眼淚說「媽媽走後的那幾天，我有
時看到她的拖鞋都忍不住會哇哇大哭」時，原本安靜的
現場已有輕微的哽咽聲。白皮書指出，在「煩亂指數」
和「迷茫指數」方面，「母親外出」留守兒童的分值明
顯高於「父親外出」留守兒童的分值，母親外出對兒童
煩亂度和迷茫度的影響更大。
李亦菲表示，一方面，可能是母親在為小學階段兒童
提供穩定可靠的生存條件、增進對未來的信心方面發揮
着更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母親外出
往往伴隨着父母離異，這對兒童的生存條件和未來希望
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從而導致其煩亂度和迷茫度的加
劇、愉悅度的減少。 此外，從調查結果看，無論是「煩
亂指數」還是「迷茫指數」，留守女童均普遍高於留守
男童。
著名影星李冰冰昨日也出現在白皮書的發布會現場，
李冰冰作為發佈會的公益號召人向公眾發出號召：一同
關注留守兒童，一同關愛孩子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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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心靈慰藉 社會應加強關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北京報道）針對
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
授、博士生導師夏學鑾向本報記者表示，畢節
留守兒童服毒自殺的悲劇警示全社會，當前留
守兒童所面臨的不是飢餓等物質方面的問題，
他們缺乏人文關懷，需要心靈的慰藉。同時，
夏學鑾建議，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志願者可以與
當地幹部一起組成「心理關懷隊」，及時解決
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
夏學鑾說，隨着社會的不斷進步，現在農村
已經擺脫「溫飽」問題，經濟發展已經相對富
足。因此，現在留守兒童所面臨的是精神和心
理方面的問題，「他們缺乏人文關懷，物質富
足了，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問題就出現了。有
的十幾歲的留守兒童感受不到父母家長的關

愛，得到的只有父親的打罵。這是畢節四個孩
子自殺的真正原因。」

老師不能「只教書不育人」
夏學鑾建議，一些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以
及社會志願者可以走進有留守兒童的社區和農
村，與當地的幹部一起組成「心理關懷隊」，
在留守兒童成長的各種階段，及時跟進、及時
介入、及時解決留守兒童在成長中所遇到的各
種問題。
針對白皮書提及的有些地區教師
對留守兒童並不全部知曉的問題，
夏學鑾指出，學校的老師，尤其是
班主任一定要加強對學生的關心關
13
懷，老師不能「只教書不育人」。

港男製售仿冒腫瘤治療設備廣州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記者 18
日從廣東省公安廳獲悉，廣州警方日前聯合當地食
藥監部門，偵破一宗港人生產假冒醫療器械案。案
件中，香港籍男子王某利用其合法註冊的醫療器械
生產企業，大肆生產假冒某進口品牌腫瘤治療設
備，並以 20 多倍利潤，銷往國內外，年獲利數千萬
元。據悉，該設備是嵌入人體使用的一次性耗材，
假冒產品對人的生命健康將直接造成威脅。目前，
王某已經被拘捕。
王某仿冒的美國知名品牌超脈衝等離子電切系統
是專門用來治療男性前列腺增生、膀胱腫瘤等疾病
的先進醫療設備。廣州警方接到舉報後，立即成立
專案組進行偵查，並報公安部列為部督辦案件。通
過縝密調查，逐步掌握到了廣州慧潤醫療設備有限
■王某企業生產的假冒超脈衝等離子電切設備。
記者敖敏輝 攝 公司有重大嫌疑。今年 1 月 15 日下午，警方聯合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廣州拘捕包括該公司老闆王
某在內的涉案人員 4 名，現場繳獲仿冒的上述治療
設備 360 多套，半成品 3,800 多件，貨值約人民幣
2000多萬元。

成本兩三百 售價五千多
經查，王某為非法獲利，從深圳等地購入原材
料，烙印知名商標，大量仿冒生產上述治療設備，
僅 2014 年至今就已經銷售 5,000 多套，總值約 3,000
餘萬，大多數銷往泰國和印度，亦有部分流入內地

■著名作曲家葉小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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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第八屆
中國音協理事會昨日上午結束，著名作曲家葉小鋼
接替趙季平，擔任中國音協主席。此外，印青、關
峽、關牧村、余隆、宋飛、宋祖英、張千一、張國
勇、孟衛東、趙塔里木、徐沛東、韓新安、廖昌
永、譚利華當選為副主席。
官方資料顯示，葉小鋼祖籍廣東，中國著名作曲
家。他 1978 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學習作曲，後在美
國伊士曼音樂學院學習，於 1994 年返回中國，在中
央音樂學院任教。目前擔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

公安部將清理荒唐證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對於媒體報道的公
民出國旅遊被要求開「你媽是你媽」的證明，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早前曾斥責：「這簡直是天大的笑
話。」公安部、外交部、國家旅遊局日前已針對
「證明多」、「證明繁」問題，研究制定一系列簡
政放權措施，解決荒唐證明問題。
公安部方面表示，已部署各地認真清理本地有關
戶籍證件使用管理的政策規定，對於能夠憑戶口
簿、身份證證明身份及親屬關係的，一律不得要求
公民出具其他戶籍證件。此外，公安機關出入境管
理部門將推進互聯網服務。還將深化出入境證件電
子化改革，積極研究推動向縣級公安機關下放出入
境證件審批權限，進一步提高證件審批效率。

市場。警方介紹，上述治療設備每套售價約 5,000
元，而王某的生產成本僅兩三百元，卻以正品的價
格售出。目前，此案兩名主要疑犯已被廣州市人民
檢察院批准逮捕。

102歲「民國最後才女」張充和逝世 山西陶寺遺址疑為堯都城
徽合肥張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門貴族，四姐妹
分別嫁給了著名昆曲演員顧傳玠、語言學家
周有光、文學家沈從文和德裔美籍漢學家傅
漢思。四夫婿比四閨秀（張元和、張允和、
張兆和、張充和）還有名。

當代小楷第一人

■張充和被譽為「民國最後一位才女」。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合肥四
姐妹中》的小妹、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張充和
於 2015 年 6 月 17 日在美國逝世，享年 102
歲。張充和 1914 年生於上海，祖籍合肥。她
是民國時代著名的「張家四姐妹」之一，係
蘇州教育家張武齡的四女。張充和在 1949 年
隨丈夫、美國漢學家傅漢思赴美，50 多年來
在哈佛、耶魯等 20 多所大學執教，傳授書法
和昆曲，是當今世界碩果僅存的書法、昆
曲、詩詞大家，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耕耘一
生。她被譽為「民國最後一位才女」。
金安平所著《合肥四姐妹》一書中稱，安

另據海外網報道，「十分冷淡存知己，一
曲微茫度此生」。張充和一生低調，為人謙
和，淡泊名利。她曾戲說，她對自己的作品
就像隨地吐痰，無刻意留存。誰有興趣誰收
藏，誰想發表誰發表，「一切隨緣」。出於
敬重，大家都喚張充和為「張先生」。因為
大作家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是她的親姐姐，
她的名字常常會跟沈從文聯繫在一起，今天
湘西鳳凰沈從文墓地的墓誌題銘，就是出自
張充和的手筆。
張充和在書法、昆曲、詩詞方面的造詣，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曾在北大開班講授，
享譽一時。她的書法各體皆備，一筆娟秀端
凝的小楷，結體沉熟，骨力深蘊，尤為世人
所重，被譽為「當代小楷第一人」。在各種
出版的昆曲著作中，她的名字是和俞振飛、
梅蘭芳這些一代大師的名字連在一起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孟慶舒，實習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山西
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佈會於昨日在北京舉辦，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表示，山西陶寺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表明，陶
寺遺址極有可能是帝堯都城，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或將走出傳說
時代，成為信史。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臨汾，臨汾古稱平陽，正是史書記載的堯都所在
地。王巍指出，「目前，沒有哪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
等方面如此契合。後世歷史文獻記載、當地民族志資料證據、地名甚
至方言等等，也都共同指向堯都在晉南臨汾一帶。所以，在學術界，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初見華夏文明首個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表示，陶寺遺址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
值和意義。堯舜禹時代是在中原地區華夏文明形成和早期「中國」
誕生的關鍵時代，而相關的文獻記載和古史傳說遠遠不足以說清這
段歷史。陶寺遺址
■專家學者考察陶寺甕城遺址
專家學者考察陶寺甕城遺址。
。
讓人初步看到夏王
記者孟慶舒 攝
朝建立之前，華夏
文明所達到的第一
個高峰。因此，圍
繞着堯都平陽的考
古探索，或成為破
解所謂「堯舜禹傳
說時代」中國重大
歷史謎團的關鍵。

格桑花綻放
近日，江蘇省盱眙縣的格桑花競相綻放，引得新
人到此拍攝婚紗照，銘刻美好瞬間。18 日，一對新
人在江蘇省淮安市盱眙縣的格桑花田裡拍攝婚紗
照。
■新華社

廣西漢街市斬人四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廣西北海
市貴州路街市 18 日上午發生斬人事件，一男子持刀
斬路人。根據當地警方通報，事件造成4人受傷。
據悉，事發北海市貴州路市場，據現場目擊者
稱，早上 7 時許，一男子持刀追斬路人。「該男子
的父親出來阻止，他都不理會。」有小販稱，男子
只追着女性砍。後武警到場將其制服。經初步審
查，疑犯自稱叫劉興，30 歲，福建永安人，身高約
1.7米，是賣玉米和紅薯的小商販。據北海市公安局
通報，事件造成 4 人受傷，1 人傷勢較重，其餘 3 人
傷勢較輕，正在醫院接受救治。
目前，事件仍在進一步調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