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两会·展望 2012

缭绕世界舞台的中国歌声

本报记者 谌 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了 “文化 地说:
“我说过,汉堡阴沉多雨的天气令人遗
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文化建设进入了 憾,但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来了,太阳就一定
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悠久灿烂的中 会出来。我来看演出时,走出屋门就看到了久
华文化,正随着今日中国迈向明天的坚实 违的太阳,我想一定是你们,特别是你们精彩
脚步登上世界舞台,意气风发,歌声嘹亮。 的演出把阳光带给了汉堡这座城市!”
2011年夏日,中央芭蕾舞团作为第
一个多月后,作为举世闻名的“2011爱
37届汉堡芭蕾艺术节唯一的客座芭蕾舞 丁堡国际艺术节”开幕盛典演出,中央芭蕾
团,在有着 300多年历史的德国汉堡国家 舞团在英国爱丁堡节日剧院上演了大型原
歌剧院,演出了两场中国芭蕾舞剧《大红 创中国芭蕾舞剧《牡丹亭》。又是一个多月
灯笼高高挂》,近 3000个观众席位的剧院 后,该团参加了由中国文化部在美国主办的
里座无虚席,中国芭蕾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以“中国·一个国家的艺术”为主题的中国
和令人沉醉的中国故事,让德国观众看得 文化系列活动,在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歌
如醉如痴,演员们一次又一次谢幕,观众的 剧院连续演出三场 《红色娘子军》、《天鹅
狂热掌声却一浪高过一浪,长达 20分钟之 湖》、《黄河》 等中外芭蕾经典集萃晚会,让
久的谢幕,创造了中央芭蕾舞团谢幕时间 美国观众在欣赏中国芭蕾之际认识和感受
的新纪录。
中国。今年阳春三月,他们又将携中国芭蕾舞
由当代著名的芭蕾编导约翰·诺伊梅 剧《牡丹亭》赴澳大利亚,在墨尔本维多利亚
尔大师 37年前创办的汉堡芭蕾艺术节,是 艺术中心演出。
全世界芭蕾舞界瞩目的芭蕾圣地。演出结
这不过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个精
束后,年过古稀的诺伊梅尔大师走上舞台, 彩场景中的一幕。近年来,各种中华文化资源
为所有演员们送上鲜艳的红玫瑰。他诙谐 集结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旗帜之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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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首个省级“生态日” 生态省建设投入千亿元

浙江: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本报杭州 2月 24日电(记者潘剑 态文明建设是一项与每一位公民息息
在浙江,环境保护不是环保部门一家
凯)浙江省环保厅官方微博“浙江生态 相关的公益事业,既要坚持党政主导, 的事。省级部门组成“生态省建设工作领
日”开通半年多来,粉丝数量已达 5.7 也要动员社会大众广泛参与。“浙江生 导小组”,形成合力,推动环境整治。在嘉
万多人;以宣传环保理念为主要职责的 态日”的确立,旨在将生态文明的理念 兴,一家企业若是污染环境,吃到的将是
民间环保组织在浙江大约有 80个;台 渗透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公民, “组合拳”:缴纳环保罚单,新上项目不
州境内所有村庄有保洁队伍,还有一支 使之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发挥生态 批,搞科研拿不到政府资助,银行贷款无
监督员队伍,提醒村民遵守保护环境的 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促进 门。
村规民约。
生态文明新风尚的形成。
浙江环保部门则充分发挥生态文明
从 2003年开展生态省建设以来, 为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浙江 建设的主力军作用,加强了生态文明宣传
浙江省生态环境改善连续多年位居全 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将“青山绿水”纳 教育。省环保厅开通了官方微博“浙江生
国前列,更可喜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入其中。在以山区为主的丽水市,半数 态日”,通过微博的方式进行环境保护知
深入人心,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意识高 以上乡镇不考核工业税收、招商引资, 识和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同时利用微博
涨。
而是考核生态产业、生态环境。不以牺 与广大公众积极互动,探索公众参与环
2010年 6月 30日,浙江省委通过 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不以牺牲 保。浙江生态日期间,环保厅联合教育厅、
了 《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 未来利益为代价追求 GDP增长,已成 妇联等单位共同举办了 “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未来 5年浙江将继续坚持生态省 为浙江各界人士的共识。统计显示,浙 博文·微博”大赛,吸引了约 5.3万群众的
建设方略,并将在强化社会生态文明理 江生态省建设累计投入千亿元资金,省 参与。9月,再次利用微博,向全球发起公
念上取得新突破。9月,浙江省人大常 级财政投入治理污染和生态建设的资 开征集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委会通过决议,决定每年 6月 30日为 金是全国最多的;近 5年来用于生态建 建设金点子”活动,共征集微博 1104条。
“浙江生态日”。这是我国首个设立的 设的资金相当于同期 GDP的 2.06%, (“ 新闻链接”《浙江人怎样看“生
省级“生态日”。省委书记赵洪祝说,生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态浙江”》见 3版)

新疆内高班后续报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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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 2月 24日电(记者王瑟 通
—
讯员王刚)《“我们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
新疆内地高中班学生救助青岛崂山二中语文老
师的故事》今日在本报一版刊出后,立即在全国
引起极大反响。新华网、中国广播网、中国教育
网、搜狐网、天山网等网站纷纷转载。上班前,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靳诺便给记者打来电话
说:“ 看了报道,很感人,真得谢谢光明日报。”正
在火车上返校的凯米尔丁·克尤木发来短信:我
们都希望陈老师早点健复!
当记者打通还在北京道培医院无菌病房里
住院的陈晓燕老师的电话时,那头的陈老师说,2
月 16日她已顺利地进行了干细胞移植手术,由
于手术后反应特别大,吃不下饭。从 23日起,她
才开始能吃一点饭。学生们对她的关爱让她十
分感激,她不断地说到凯米尔丁·克尤木对她的
帮助。说到玛依努尔此次在她进京做手术时,打
出租车送她到医院的事。她说:“ 作为一名中学
老师,我过去总认为这些孩子还小,就像小鸟一
样,几年后就飞走了,没想到现在他们又飞回来
了。我真的好幸福,做个老师真好。”电话里,陈
老师几度哽咽,心情十分激动。她感谢光明日报,
也感谢那些相识或者不相识却伸出援手的学生
们。
寒假一直没有回新疆的北京工商大学学生
玛依努尔,除了在一家公证处实习外,就是帮助
陈老师母女。她几次利用休息时间前往医院看
望陈老师,还将陈老师的病情告诉实习单位里
的人。两位公证员被陈老师的精神和新疆内高
班学生的行动所感动,为陈老师捐了 600元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地新疆学生工作办公
室副主任地里夏提·阿不都热合曼说:“ 这篇报
道我们看了很多遍,大家无不感到震撼、感到欣
慰、感到高兴。2000年内地高中班开办以来,内
地的老师对新疆班的学生关爱照顾事迹很多,
陈晓燕老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特别让人感
动的是,陈晓燕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了,却还一
直为新疆班学生而操劳,直到学生放了暑假才
去治病,把最佳的治疗期给耽误了,她心里装着
新疆班的学生。”
内高班里有很多像陈晓燕一样的老师,新疆班孩子都亲切地
称呼她们为“妈妈”。“内地许多学校和像陈晓燕一样的老师们,给
予新疆班学生的爱,其实是将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爱,通过学
校和老师进行了最真切的传递。虽然孩子们没有多大的能力,但他
们却用自己的行动表达这份感情,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孩子们对
国家和社会的感恩之情。同学们这种感恩母校、感恩老师的举动,
令我们十分感动。”“孩子们对陈晓燕老师的感恩,也是对党和国
家的感恩。”
—新疆内地高中班学生与他
(图文特刊《“因为你的笑容”——
们的老师陈晓燕》见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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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刊登调研报道
《非洲朋友,你在广州还好吗》

老同志资助刘普林在湖北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武汉 2月 24日电 (记者夏静 好了给爷爷的一封信:
“我要好好学习,努力 委书记李鸿忠、副书记张昌尔分别对刘普林
光明网记者张晶)22日,本报报道了一位 成才,报答爷爷对我的恩情。”
同学先进事迹的宣传和报道提出了要求:以
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资助刘普林的消息后, 刘普林所在学校,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 老同志对刘普林的关怀为动力,要求宣传部
在湖北当地媒体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 院师生认为,老同志那么关怀刘普林,很受鼓 和教育厅深入开展向刘普林同学先进事迹
响。
舞。学校领导表示,学校将以此为契机,认真 学习的宣传活动,并做好对刘普林同学生活
24日,
《湖北日报》 头版报眼刊登了 做好贫困生关怀工作。近日,学校组织了贫困 的继续关心工作,要加大宣传力度,将其作为
刘普林接受老同志鼓励和资助的消息。23 生座谈会。同学们纷纷表示:化鼓舞为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典范进行彰显
日,
《楚天金报》在第 3版报道了老同志向 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回报社会。
弘扬。
刘普林资助的消息,回顾了其秘书通过
湖北省高校工委书记蔡民族说,老同志
在腾讯微博上,很多网友留言,
“向老人
《光明日报》联系学校和刘普林,及其接受 对刘普林的亲切问候和定向资助,充分体现 致敬,老人的行为令人敬佩”,
“老人这种为
捐赠的过程。同时,对刘普林事迹的整个报 了老前辈对青年学生的关心、爱护、鼓励和 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学习”,
“老同志这么关
道进行了梳理。连日来,各界关爱如潮。为 殷切期望。
心下一代,真是不容易,非常感动”。这些留言
表达对老同志的感谢,受助学生刘普林写
今天,从湖北省高校工委了解到,湖北省 充分表达了网友们对老同志的敬意和祝福。

刘真茂事迹后续报道②

卡片与高山

本报记者

唐湘岳

本报通讯员

唐 天 薛云松

在狮子口■望所刘真茂住的 化,不断用知识智慧充实和丰富自 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的生活付
那个小房间里,有一摞厚纸壳做的 己。
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
小卡片,上面写着他看书、看报、听 “在汕头党报做的卡片蛮多,可 美丽?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
收音机和独处时悟到的一些精短 惜被那次海浪卷走了!”
么?在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
语录、格言、随想等。这些卡片有的
他记忆力好,很多卡片都能背 是个无穷尽的支付者。”
是他运货上山的包装盒剪成的,有 下来。他说:“ 我的提高靠两个东西, 在守望大山的 30年里,他说最
的取自香烟盒子,有长有短,有大有 一个是新华字典,一个是卡片。” 让他快乐的一件事是不巡山时,一
小,规格不一,但数量多,桌子靠墙的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那年,在行 个人静静读书、看报、做卡片。
那个角落,与他的笔记本、剪报本放 李转运时丢了一个大纸箱的卡片, 他看的报纸都是过时报纸。乡
在一起,垒起一座“小山”。
他至今想起来都心疼。但其中的一 政府里那些堆在办公室的报纸堆,
刘真茂在烛光下读书。
记者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做 些卡片他还记得。
都是他的宝贝,他要做武装部干事
笔记和卡片的。他说,是从穿军装那
比如雷锋日记里的句子:“ 如 的儿子把能找到的旧报纸抽空送
年开始的。那时部队正开展学雷锋 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 到山下自己老家那里,晚上他抽空 里摘录下来的。这些卡片没有分类,各
活动,他看到雷锋有记日记的习惯, 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 下山,连同米菜一起背上山。
种内容的卡片混在一起,但每张卡片
自己文化低,不会写东西,就把读毛 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 此外,还有文学、历史、科技方 都写得十分认真,一丝不苟。记者随手
著和看报纸的心得写在卡片上,后 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 面的杂志和书籍,有的翻的次数多 抽取其中的一部分记下来:
来看到有的书报上那些精彩的片 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 了,纸张都有些烂了。杂志中有几本
“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理想,人
段和句子便也写成卡片。这样可以 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如果你要 厚的 《读者文摘》、《青年文摘》、 生的骄傲在于实现理想。”
随时拿出来看,看几遍就把它背下 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 《意林》的合订本。他卡片里相当
“聪明的人轰轰烈烈干一生,愚
来,既是学写字,又是学思想、学文 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 一部分内容都是从这些书和杂志 蠢的人懵懵懂懂混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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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华侨廖乐年义务教英语十年如一日
本报记者

吴春燕

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看到一群孩子操着纯正
的英语毫无拘束地和外国人交谈,这样的情形,很多
人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在广东省梅州市大埔
县湖寮镇长教村,这再平常不过了。这一切都得益于
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廖乐年 10年的义务英语教学。

村里来了个“颠鬼”老师

廖乐年在给孩子们上课。

资料照片

本报讯 今日起,本报国际新闻版(8版)连载调研报道《非洲
朋友,你在广州还好吗》。记者深入广州非洲人聚居地,从多个侧面,
用平实的话语,纪录非洲人在广州的一个个真实故事,并且首次采
访并披露了广州最基层管理职能部门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的心
声。报道用最直白的笔触表明,非洲朋友在中国过得很好,中国对非
洲人乃至所有外国人是一个宽厚包容的国度。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号

“‘文化中国’ 工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建设工程”、“对外文化贸易促进工程”和
“港澳台中华文化传承工程”等,将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崭新风貌越来越生动鲜活地呈现
在世人眼前。
目前,我国已与许多国家签署了新的文
化交流与合作执行计划,确立了多个双边和
多边人文交流机制。仅在刚刚过去的 2011
年,在美国启动了大规模“中国文化系列活
动”,成功举办了澳大利亚、意大利、尼泊尔
“中国文化年”等国家级重大文化活动,在非
洲地区举办了“2011中国文化聚焦”活动。
春节是世界认识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
一个重要窗口。去年,我国的文化品牌活动
海外“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 63个国家和
地区成功举行,中央和全国 20多个省区市
的 2000多名演职人员与海外文化机构、华
人华侨合作,举行了 65个文化项目的表演
和展示。目前,我国文化部与地方联合举办
的国家级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活动已有 20
多个。
(下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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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唐天摄
“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就是当一
个人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还能以
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继续为人民服
务。”
“‘德不孤,必有邻。’孔子这句
话的意思是自己有道德涵养,自然会
影响周围的人,绝不孤苦伶仃,一定会
有与你同行的人。” (下转 5版)

学英语,后来他干脆把祖屋“翠轩公祠”修葺成一间
现代化私塾,免费招收学生。
村民廖旭明有一个孙子在深圳上小学四年级。
原来小孩的英语成绩只有 20来分,廖旭明抱着试一
下的心态请廖乐年为自己的孙子补习。小孩经过一
个暑假学习后,英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还在一次英
语比赛中获得了三等奖。
从此,越来越多的家长、学生慕名而来。一次暑
假报名中,廖乐年的英语补习班本来只想接纳村里
20多个小孩,没想到一下子有 200多人报名,廖乐年
只好从自己有限的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请了 3个
助教来帮忙教学。几年来,廖乐年的英语学习班培
养出了不少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如今,广州、深圳、珠
海及福建省都有廖乐年的学生。
廖乐年在自家祖屋免费办英语学习班之余,还
在附近的长教小学和莒村培英学校、县城的虎山中
学义教英语。长教小学的校长对记者说,有一次,下大
暴雨,老师和学生都以为廖老师不能来上课了。没想
到,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一个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廖
乐年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

2002年 3月,宁静的大埔县长教村来了一名满
口洋文的不速之客。
村民们从他断断续续的诉说中,渐渐明白了这
名华侨名叫廖乐年,是一名马来西亚的退休教师,他
的祖父廖南亩就是本村人。他来到这个小山村是为
了圆心中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办一个免费的学习班,
“颠鬼”老师是个“洋雷锋”
为故乡的孩子提供一个免费学习英语的机会。起初,
10年来,廖乐年坚持在长教村进行义教活动,并
村民们对这个连汉语都说不连贯的人的教学能力
表示怀疑,甚至暗地里称呼这名老师是一名“颠鬼” 且坚持所有教学活动免费。义教活动期间,廖乐年筹
集了大约 200万元,为义教倾其所有。
老师。
为了他钟情的教育事业,为了故乡的教育事业,
为了能办好这个英语补习班,廖乐年专门跑到
北京、香港学习了 4个月的普通话。汉语还没熟悉, 他至今仍是单身一人。他向记者说,有了家庭、有了
廖乐年就迫不及待回到家乡开始他的英语教学。来 太太和孩子,他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帮助很多需要帮
到长教村之后,60多岁的廖乐年又学了当地的客家 助的学生,不可以像现在这样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
他最热心的教育事业中去。至今为止,廖乐年已经帮
话。
助了家乡很多考上大学而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
不求任何回报,把一生奉献给义教
人们常说:“ 做一件好事简单,做一辈子好事
退休后的廖乐年,婉谢了多家单位、学校的高薪 难。”廖乐年十年如一日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得
聘请,放弃了在马来西亚有车有房的悠闲富足的生 到了全村人民的敬重,被人们亲切地誉为 “洋雷
活,毅然回到了祖父出生的大埔县长教村教孩子们 锋”,2011年底入选广东“十大华人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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