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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自有慈雲幾復更，歷經唐宋元明
清，18日是國際古蹟遺址日，記者
隨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的考古人
員一起走進了慈雲寺的考古現場。
慈雲寺遺址位於重慶市九龍坡區

走馬鎮慈雲村西的山林之中。6年
前，一塊湮沒於山林野草中的石碑
被偶然發現，墓碑文字記載着一位
明朝人遊歷慈雲寺的經歷。2012
年，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終於在距離
石碑數百米之外的慈雲山山腰上，
找到了已被掩埋在泥土中的慈雲寺
遺址。

據悉，慈雲寺遺址是重慶地區目
前發現的保存最好的寺廟遺址，遺
址面積總計約30,000平方米。

■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吉民發明防暴神器
兩米外一招擒敵

夫車禍被困 妻緊抱喊「堅持」

據天津鐵路部門透
露，已有112年歷史

的天津北站將作為提速後的天津─薊縣市郊客車
的始發站於本月底重新啟用。屆時，天津市區至
薊縣的行車時間將由過去的3小時縮短為90分
鐘。 ■記者達明 天津報道

渝千年古剎藏深山渝千年古剎藏深山 面積面積33萬平米萬平米

天津北站重啟

19日是上海自然博物館新館開門
迎客第一天，因擁有近29萬件藏品
和「遠東第一」的標本量，使得該
館位居中國自然博物館館藏的前
列。由於新館效應，開放首日過於
火爆，博物館在正式迎客1小時半
後，就因瞬時最大承載量達4,000人
而停止售票。
據了解，上海自然博物館老館曾在

去年謝幕告別上海市民，19日開放的
新館在老館基礎上新增萬餘件標本，
目前常設展區內陳列展示了來自七大
洲的11,000餘件標本和模型，其中珍
稀物種標本1,000餘件，並設有展品
展項4,400餘項，首次在新館亮相的
標本佔70%。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滬自然博館首迎客滬自然博館首迎客 開館兩小時限流開館兩小時限流
45歲的席躍久出生在農安縣一個農民家庭，為了圓自己的發明
夢，他一個人租住在長春市鐵北四路
附近一棟老式居民樓裡。推開房門，
彷彿進入了一個小型的修理部，客廳

裡有序地堆放着各種尺寸、不同形狀
的零部件，臥室牆壁上立着一排外形
類似警用叉的器具，這就是警用防暴
抓捕器。席躍久拿過一個抓捕器，很
自信地說：「它追求的是兩米外一招
制敵！」
7日，這項專利已經獲得國家相關

部門的認定，通過檢驗，除了用於公
安部門，還可廣泛應用於學校、醫
院、銀行等安保措施規範的公共場
所。

盼推而廣之 懲惡揚善
席躍久以前搞過養殖、開過車行，
早在20年前個人資產就超過百萬（人
民幣，下同），然而一場意外，在

2010年，他兜裡只剩500元闖北京，
又重新打拼。現在，他已經有了20多
項發明專利，從「遙控開門器」、
「自動鞋架」到現在的抓捕器。
在眾多發明中，抓捕器是他最滿意
的作品。談到研發初衷，他說，幾年
前，看到電視中一個年輕的警察在與
持刀歹徒搏鬥過程中身中數刀犧牲，
家人悲痛的電視畫面，真是撕心裂
肺，「我當時發誓，一定要發明一種
用來抓捕持刀暴力分子的利器，不再
讓公安幹警再流血犧牲……」
席躍久說，現在他仍在追尋自己的
夢想，那就是繼續研發各類警用器
械，希望能廣泛推廣，起懲惡揚善的
作用。

甘肅省林業廳副廳長段昌盛17日
於新聞會表示，第四次大熊貓調查
情況顯示，甘肅現有野生大熊貓132

隻，比10年前增加15隻，增幅達
12.8%，野生大熊貓現在的棲息地面
積近19萬公頃，擴大了3.3%，目
前，甘肅野生大熊貓棲息地均被納
入自然保護區。
據段昌盛介紹，甘肅省10年間先

後建立了裕河、多兒、阿夏、插崗
梁、博峪河等5個省級自然保護區，
新增保護面積逾41萬公頃，大熊貓
保護區數量由2個增加到7個，總保
護面積逾61萬公頃。

■記者肖剛、實習記者
李娣娣蘭州報道

甘野生熊貓棲息地擴大甘野生熊貓棲息地擴大 保護形勢嚴峻保護形勢嚴峻

■謝小燕悉心照顧丈夫。
網上圖片

在吉林，農民出身的席躍久，發明了一款警用防

暴抓捕神器，能應對危機，制伏歹徒，減少傷亡。

這款冷兵器中的機械抓手，能做到擒敵於兩米之外

而不傷其身。 ■新浪網

■■防暴神器可廣泛應用於學校防暴神器可廣泛應用於學校、、
醫院醫院、、銀行等銀行等場所場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車禍現場一片狼藉。 網上圖片

■上海自然博物館新館開門迎客。
孔雯瓊攝

■上海自然博物館擁有近29萬件藏
品和「遠東第一」的標本量。

孔雯瓊攝

■■席躍久發明的防暴神器席躍久發明的防暴神器，，能做到擒敵於能做到擒敵於
兩米之外而不傷其身兩米之外而不傷其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如今席躍久
仍在繼續研發
各類警用器
械。網上圖片

17日上午，國道213線四
川樂山犍為段，一輛麵包車
與貨車相撞。現場碎片滿
地，一片狼藉。救援人員趕
到時，身受重傷的駕駛員周
濤被卡在駕駛座上無法動
彈。在其身後，一名年輕女
子從第二排環抱着他，不斷
鼓勵他「堅持住，不要
睡。」她就是周濤的妻子謝
小燕。車禍後的這一幕感動了很多人，網友讚該女子為「最美妻子」。
「帶着哭腔的聲音，一直在喊『老公堅持住，千萬不要睡』。」民警李洋
回憶說，周濤當時雙目微閉，幾乎陷入昏迷，但因為妻子一直哭喊，所以會
時不時睜眼看看。謝小燕還脫下自己的外套，搭在周濤的身上。
救援很順利，10餘分鐘後，周濤被成功救出，並送往醫院搶救。在此過

程中，謝小燕一直為周濤加油，並陪他一同前往醫院。
「真的沒什麼好說的，那只是人的本能，很多人都會那樣做。」謝小燕
說，她感謝大家的關心，並希望丈夫快點好起來。 ■《華西都市報》

■慈雲寺遺址俯瞰。 網上圖片

■目前甘肅野生大熊貓已有 132
隻。 網上圖片

嚴禁違規建大型造像
批評一些出家人信仰淡薄戒律鬆弛熱衷名利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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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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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協將選出新負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
中國佛教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開幕式
19日在北京京西賓館隆重舉行，中國佛協
會長傳印長老、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
確吉傑布、祜巴龍莊猛長老共同主法，舉
行了「祈禱國泰民安、世界和平」法會。
據悉，在為期3天的議程中，本次大會將
對過去5年佛協工作做一個總結梳理，同
時選出新一屆佛協負責人。
本次會議提出，今後佛協工作努力方

向，包括踐行「人間佛教」，引導信眾
正信正行；加強佛教人才培養；大力開
展公益慈善，拓寬佛教服務社會空間；
繼續開展與港澳台和海外華人佛教界的
互動等。
參加19日開幕式的代表還有統戰部常務
副部長張裔炯、副部長斯塔，國宗局局長
王作安、副局長蔣堅永，以及中國道協、
中國伊協、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中
國基督教協會相關負責人。

洩國家秘密高瑜被判囚7年

陝高級職業農民 有人年入過百萬

考古學家：
曹操墓真實性毋庸置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攀 新鄭報
道）在19日舉行的第九屆黃帝文化國
際論壇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
考古學會秘書長、中國史學會理事劉慶
柱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如果通過DNA檢測曹操墓的
話，這也是基本科學的。目前來看，曹
操墓不存異議，是已經確定的了。如果
有人質疑，我們可以拿出歷史的證據來
反駁。」
劉慶柱還坦言：曾經很長一段時

間，因為曹操墓的事，不敢承認自己
是河南人，怕別人認為自己存在私心

來懷疑曹操墓的真實性。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發布：安陽縣安豐鄉西
高穴村搶救性發掘的一座東漢大墓，經權威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
確認為魏武王曹操高陵。這消息一經發布就成為大街小巷的熱議
話題，一時眾說紛紜。劉慶柱因「河南安陽曹操墓」一事被推上
風口浪尖，曾公開發表言論「業內人士不能說外行話，我沒有拿
安陽一分錢。」來證明曹操墓的真實性是經過科學論證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息，4月
17日，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高瑜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
一案進行公開宣判。
法院認為，高瑜違反國家法律規定，為境外人員非法提供機密級國
家秘密，其行為已構成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被告人高瑜有
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2013年8月，某境外網站全文刊發了一份中央機密文件，隨後

多家網站進行轉載，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北京警方迅速成立專
案組，全力開展調查工作。經大量調查，專案組最終鎖定了犯罪
嫌疑人高瑜(女，70歲，北京市朝陽區人)。專案組在掌握大量證據
的基礎上，於2014年4月24日將其抓獲，並在其居住地起獲了重
要證據。

南京虐童案 檢方不批捕涉案養母
香港文匯報訊 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檢察院19日對涉嫌故意傷害罪

的犯罪嫌疑人李某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決定。
據中新網報道，一網友本月3日在微博上公布一組照片，說明

稱：南京浦口高新區一男童背後密密麻麻重疊交錯的傷痕像是被鞭
子抽過，據了解，是其養母李某所打。
該虐童事件在網上受到廣泛關注，南京浦口警方12日向檢察機

關提起逮捕李某的請求，南京浦口檢察院在16日召集專家學者、
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以及施暴養母的辯護律師，舉行了逮捕與否
的聽證會，會後三日宣布了不予逮捕的決定。

■劉慶柱接受記者採
訪。 高攀攝

王作安坦言，一些出家人信仰淡薄、戒
律鬆弛、熱衷名利，令佛教清譽受

損，也受到社會輿論詬病。對此，佛教界
不能麻木不仁、見怪不怪，要採取有效措
施加以解決，梳理和完善切實可行的戒律
制度。
王作安強調說，道風是佛教的生命線，
關係佛教健康持續發展，關係到佛教積極
作用的發揮。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中國不少地方熱衷搞
「宗教搭台、經濟唱戲」，利用寺廟道觀搞
旅遊開發，甚至計劃將寺廟道觀捆綁上市。
比如陝西法門寺、西安財神廟、浙江普陀山
等，當中尤以少林寺要上市的消息最為吸
睛。
與此同時亦存在一些機構和個人，打着
宗教旗號或打宗教「擦邊球」，在非宗教
活動場所設置功德箱、出售香燭，假冒僧
人，借教斂財。
對上述亂象，國家宗教局近年開始協調

文物、園林、城管、公安等部門聯合執
法，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進行清理、制
止和取締。根據《宗教事務條例》等法
規，對於利用宗教斂錢騙財等違法活動，
主管部門將依法給予行政處罰，對構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籲抵制借教斂財行為
王作安19日建議，佛教團體、寺廟應

根據《宗教事務條例》等法律法規要求，
規範寺廟管理，依法開展宗教活動，抵制
違規建造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和寺廟的行
為，抵制亂設公德箱等借教斂財行為，抵
制假借佛教名義的各種欺詐行為。
王作安亦建議，藏傳佛教徒也要按照
「依法治藏」要求依法管理藏傳佛教寺
廟，反對達賴喇嘛集團利用宗教從事分裂
國家、破壞民族團結、擾亂社會秩序和損
害民眾生命財產的活動，更好維護藏傳佛
教正常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19

日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開幕式上指出，當前一些地方出

現寺廟「被上市」、「被承包」、「被經營」等現象，不僅違背中國宗

教政策，亦損害佛教清譽，佛教界對此應警醒並嚴肅對待，從嚴把關道

風修行以整肅僧儀，尤其是在寺廟修建、法務活動和學修生活中應倡導

樸素節儉，嚴禁貪大求奢、追求排場、違規建造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和寺

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
道）陝西省近期給第二批182人頒發了「新
型高級職業農民」認證資格證書，這是陝
西省對農民這個職業的最高職稱。據了
解，自去年開始培育認證「新型職業農
民」以來，陝西省已有266人獲得「高級職
業農民」稱號，其中，有人年收入已過百

萬人民幣。

最高學歷碩士研究生
近年來，陝西省不斷加大培育新型職業農
民的力度，今年全省計劃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10,000人，認定不低於6,000人。同時，還
將認定省級職業農民實訓基地50個，認定

市縣級實訓基地300個，建設12個標準化縣
級農廣校，逐漸建立起職業農民培育的基層
體系。
據了解，此次獲得認證的182名高級職業

農民中，有大學畢業回鄉創業者，也有半
路辭職的公職人員，還有從事了半輩子農
業又「回爐」補充專業知識的農民。

而學歷高是這個群體的一大特點，他
們中絕大多數都是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中國農業大學、西北大學、延安大學、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等高校的畢業生，最
高學歷的一位是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碩
士研究生。
此外，年輕化也是此次認證新型高級職
業農民的一大特點。據悉，這些職業農民
的平均年齡只有38.6歲，其中，55%的人
年齡在40歲及以下，最大年齡55歲，年齡
最小的僅22歲。

■中國佛教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開幕。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