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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雲南校園舊址 寄語學生傳承
「剛毅堅卓」

李克強：發揚西南聯大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前日在位於雲南師
範大學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下稱
「西南聯大」）舊址表示，教育是
國家的根基，西南聯大是中外教育
史上的奇跡，要將西南聯大的精神
發揚光大。

上世紀，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原設
在平津的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

學和私立南開大學被迫南遷湖南長沙，組
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 4 月又西遷
入雲南，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
聯大舊址是西南聯大在昆明辦學八年的校
本部所在地，現位於昆明市五華區雲南師
範大學內。
李克強前日到西南聯大舊址考察。他走
進一間西南聯大原教室，看到桌椅擺設仍
保留原貌。李克強感慨道，這教室具有極
高的文物價值，承載着我們的民族精神。
教室內黑板一側的展板上寫着西南聯大
校歌的詞曲，雲南師大的老師們現場唱起
西南聯大校歌。李克強稱讚說，這首歌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江蘇
「常州毒地」公益訴訟案昨日宣判。江蘇
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兩個環
保公益組織「自然之友」（北京市朝陽區自
然之友環境研究所）、「中國綠發會」（中
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敗
訴，並承擔189.18萬元（人民幣，下同）的
案件受理費。

涉案土地已由當地政府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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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不屈精神。

體現教育史上奇跡
據知，西南聯大在昆明八年，以陳省
身、吳大猷、吳有訓、華羅庚、陳寅恪、
聞一多、馮友蘭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名師巨
匠，傾心治學研究，堅持為國育才，共培
養學生 8,000 多人。從西南聯大先後走出
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
功勳獎章獲得者、5 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
獎獲得者和173位「兩院」院士。

如今，馮友蘭撰文的紀念碑聳立在蒼松
下，梁思成設計的教室一如原貌。考察中，
李克強說，西南聯大以剛毅堅卓為校訓，在
極端艱難困苦中弦歌不輟，大師輩出，賡續
了我們民族的文化血脈。這不僅是中國教育
史上的奇跡，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

看望逾九旬「老學長」
李克強還在這裡看望了西南聯大時期的
老校友代表。他們均已年逾九旬，最年長
者 97 歲。李克強握着他們的手稱呼「老學

南方日報：不忘合作初心 繼續攜手前進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22 日在人民大會
堂同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
和無黨派人士代表歡聚一堂，共迎佳節。
習近平在重要講話中強調，剛剛過去的
2016 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一
年。在這一年，中共中央對統一戰線重大
工作和重點問題進行了謀劃，特別是對關
於統一戰線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況開
展了全國範圍的調研檢查，統一戰線呈現
出團結、振奮、活躍的良好局面。各民主

環保組織「毒地」案敗訴
承擔 189 萬訟費

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履行職責、奮
發有為，同中國共產黨一道，推動統一戰
線和多黨合作事業向前發展，為改革發展
穩定大局貢獻了智慧和力量。
《南方日報》昨日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
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
民和各民主黨派的偉大政治創造。幾十年
的實踐證明，這個制度植根於中國土壤，適
合中國國情，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的一個鮮明特色。現在，我們黨所處的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漢青、易定）1 月 24
日下午，90 歲的萬山海戰參戰老兵陳炳權帶着
56 名老兵和 49 名戰鬥英雄後代，來到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艦艇大隊，與「海上先鋒艇」官兵話
革命傳統、講戰鬥故事、說英雄事跡。參戰老
兵的子女還專門準備了文藝節目慰問艦艇大隊
官兵，與官兵一起共迎新春佳節。
5 月 25 日，由南海艦隊的前身—
1950年廣東軍區江防艦隊協同陸軍某師進

行的萬山群島戰役，是人民海軍成立後的第一個
戰役。88 歲的丁祖建告訴艦艇大隊官兵：「當
時江防艦隊只有 5 艘炮艇，9 艘登陸艦，總噸位
不到 1,000 噸，有的艦艇是用商船改裝的，又
小、又舊、又慢。」

敢打必勝不變
親自駕艇衝進敵群的戰鬥英雄丁祖建，談起當
年海上激烈戰鬥仍記憶猶新。「在炮火紛飛的戰
場上，一名軍人不能有半點膽怯，打贏靠的是悍
不畏死、敢打必勝的血性虎氣，要拿出你死我活
的勇氣來。在打仗的時候，要有堅定的戰鬥意
志、頑強的戰鬥作風、必勝的戰鬥信心，既能消
滅敵人，又要懂得保護自己。」
從當年改造木船參戰，到現在履行香港防務的
「海上先鋒艇」，90 歲高齡的陳炳權撫摸着艇

方位、所面臨的內外形勢、所肩負的使命任
務發生了重大變化。然而，變化越大，越要
把統一戰線發展好、把統戰工作開展好。
文章進一步指出，今年，中國共產黨將
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做好今年各
項工作，需要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
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同心同德、一起奮
鬥。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三點希
望。第一，希望同志們積極為中共十九大
召開營造良好氛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深入開展「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

長」。李克強說，在國家危亡之際，西南
聯大師生展現了我們民族最寶貴的品格，
傳承了民族精神和血脈。教育是國家的根
基，感謝你們今天依然守護着聯大精神。
不少寒假仍留校的雲南師大學子聞訊趕
來。李克強與學生們親切交流，詢問他們
學習、生活等情況。李克強說，你們現在的
教學條件比當年好得多。當年是「物質上得
不了，精神上了不得」，希望你們在這裡汲
取前輩們的精神養分，傳承剛毅堅卓的文
化品格，將西南聯大的精神發揚光大。

前進」專題教育，教育引導廣大成員增強
「四個意識」，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
中央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判斷上來，把智慧
和力量凝聚到中共中央決策部署上來。第
二，希望同志們圍繞「十三五」規劃實施
建言獻策，就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經濟
社會發展、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創新創造
重大問題，圍繞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社會
各界普遍關注、基層群眾最為關切的難點
問題，深入調查研究，多謀良策、多出實
招。第三，希望同志們把政治交接貫穿換
屆工作全過程，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的選人用人導向，做好人選醞釀、民主推
薦、溝通協商、人選考察等各項工作。

判決書顯示，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認為，涉案地塊的環境污染修復工作已經由
常州市新北區政府組織開展，環境污染風險
得到了有效控制，「自然之友」、「中國綠
發會」兩原告的訴訟目的已在逐步實現。因
此，「對兩原告提出的判令三被告（江蘇常
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
司、江蘇華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消除危險
或賠償環境修復費用、賠禮道歉的訴訟請
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兩原告主張由三被
告承擔律師費、差旅費等相關費用，本院亦
不予支持。」
2016 年 5 月 16 日，「自然之友」、「中
國綠發會」起訴三被告一案被正式立案。起
訴書指出，三被告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嚴重
污染了原廠址常隆地塊後搬離，但均未對該
污染場地進行妥善修復。「毒地」事件說明
該污染場地對周圍環境仍然有嚴重影響，三
被告應承擔環境侵權的法律責任。
2015 年年底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搬遷新
址後，493 名學生先後被檢查出皮炎、血液
指標異常等情況，個別學生查出患有淋巴癌
等。而學校附近正在開挖的地塊上曾是三家
化工廠，學生們的身體異常情況疑與化工廠
「毒地」相關。

穗跨境電商規模冠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記者昨日從海關部門獲悉， 2016 年全國跨
境電商進出口總值 499.6 億元（人民幣，下
同），比上年同期增長 38.7%。其中，廣州
市跨境電商進出口總值 146.8 億元，增長 1.2
倍，佔全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值三成。在全
國 60 個開展跨境電商進出口業務的城市
中，廣州市業務規模繼續穩居全國首位。

萬山海戰老兵勉駐港官兵
講英雄事跡戰鬥精神 子女文藝表演迎新春

上先進的火炮裝備，眼圈紅潤，感慨萬千，他拉
着官兵手說道：「這麼多年過去了，海上先鋒艇
變的是武器裝備，不變的敢打必勝的戰鬥精
神。」

苦練報效祖國
聽了老兵繪聲繪色的講述，「海上先鋒艇」教
導員王雄意猶未盡：「老兵的戰鬥故事，我深深
地感受要時刻練兵備戰、強化戰鬥精神。今後，
我們一定在訓練中嚴格要求自己，苦練本領，以
實際行動履行香港防務，報效祖國。」
參戰老兵講述一個個浴血奮戰的戰鬥故事，把
官兵又帶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的歲月。講到精彩
之處，戰士們都會熱烈鼓掌。
老兵的子女們還精心排練了《炮艇大隊出動
了》、《軍港之夜》、《我愛這蔚藍的海洋》、
《長征頌》等歌舞，慰問春節堅守崗位的艦艇官
兵。

潮商邀貿發局葉澤恩談
「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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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潮州商會前日邀請香
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葉澤恩出席座談會，介紹國家「一帶
一路」戰略構思的意義及對香港的影響。會上，一眾會董
就潮商如何利用「一帶一路」機遇拓展商貿脈絡、謀求更
大發展，與葉澤恩詳細討論，座談氣氛熱烈。
該會會長胡劍江，副會長林宣亮、陳智文、黃書銳、高
佩璇、鄭敬凱等赴會。該會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3

年訪問東盟國家時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構思，東盟各
國反應熱烈，成為一股推動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
歷史上，香港和潮汕地區都處在「21 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的重要位置，都發揮着明顯且重要的作用。
潮商在歷史上對東南亞的影響頗大，經貿人脈廣闊，葉
澤恩對「一帶一路」戰略構思的詳細介紹和分析，使同仁
對此了解更廣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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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捐保單行善創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人壽保險
從業員協會慈善基金其中一個項
目「生命傳愛行動」，昨與「龍
之家社會服務基金」，聯合舉辦
「千人傳愛 共捐保單」活動，
邀請 1,000 人同時簽署人壽保單
捐贈文件，同時更改保單受益
人，將保單的部分金額捐獻給慈
善團體，這將是香港同類型慈善
項目之中，最多參加者的一次。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政
治助理黎穎瑜表示，這是一個龐
大的愛心計劃，對社會起着重要
的示範作用，更與特區政府推動
關愛文化的政策方針一致，值得
大家支持。
「生命傳愛行動」創辦人暨
2017 年度主席黃錦成表示，據香
港保監局記錄，2015 年人壽保單
賠償總金額接近 736 億港元，如
果當中有 1%能夠捐出來給慈善
團體，就有 7 億 3 千多萬元善

■「千人傳愛 共捐保單
共捐保單」
」啟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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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能夠幫助到各慈善團體做許
多事情。
「龍之家社會服務基金」創辦
人暨主席龍子明表示，作為一個

資深保險團隊的負責人，定當肩
負其社會責任，身體力行帶頭支
持有關活動，捐出自己的保單回
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