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专家指出，不动产统一登记
是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倒逼”出来的，
随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必然有力促进推进相关法律法规
修改，进而“倒逼”我国不动产管理制
度改革和创新，深化改革将获得更多
的“地”气。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立法依据为
物权法。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啸撰
文指出， 我国法律中对土地、 房屋、林
地、草原、海域等不动产的登记做出规
定的法律众多，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
森林法、草原法等。行政法规位阶低于
法律，因此必须对现行法律妨碍不动产
统一登记的条文进行修改或废除。对于
不动产登记问题上的空白，也要通过增
加相应法律条文予以明确。相关法律立
改废将再也无法回避。

针对征求意见稿，专家意见正浮
出水面，特别是建议要充分利用公证
制度的优势， 推动不动产统一登记。
登记信息的真实性需要实际审查，登
记部门难免有些力不从心。公证将大
大减少法律隐患。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8时事·湘江 ２０14年8月16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曾楚禹 肖丽娟 迟美桦 版式编辑 杨滨瑞

今年2月中旬，北京传来消息，北京友谊
医院原院长、中国作协会员、原全国政协委员
朱仲丽，因病医治无效，于8日在北京逝世，享
年100岁。 如此说来，“周南”———在人们眼中
私家花园和名牌学校合二为一“地域范围”的
第三代主人———朱氏八兄妹全都走了。

“朱家、国家、社会”，“皇族、革命、传奇”这
些词儿经常萦绕在脑海， 让记者不由得将寻
访的脚步伸向“周南”。7月中旬，记者在周南
中学校史馆获取资料， 向文史专家讨教朱家
历史，更在琢磨“周南”创办人朱剑凡的传奇
人生：他毁家兴学、“磨血革命”与他“家国天
下”理念的关系，进而与青年毛泽东的关系在
这一理念的分量。

朱剑凡， 是清末民初湖南乃至中国教育
史上有名的人物。

朱剑凡没有加入共产党， 却是个“老革
命”。他成为共产党人的真诚朋友，是时代潮
流汹涌向前的必然。但他与青年毛泽东相识、
相知是偶然中的必然。

朱剑凡，皇族后裔，留学日本；一校之长，
桃李遍地；德才兼备，人脉广泛。这样一个人
物相对于师范毕业，尚无固定工作，穷得吃不
上饭，年龄也小一截的毛泽东来说，按理是得
抬头仰望的。 可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什么原
因？

毛泽东什么时候和朱剑凡相识， 现在已
查不到详细资料。 就连朱剑凡的长子朱伯深
也说：“先父何地何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
志，我不清楚。”

毛泽东与朱剑凡相交的起因还是杨昌
济。 朱伯深说：“先父和杨昌济有留日同学的
友谊。 早在袁世凯称帝期间就知道了毛泽东
同志。当时我还是小学生，杨老在省立第一师
范执教时常来访先父。我有时陪侍吃饭。曾不
止一次听杨老谈毛泽东同志在一师学习的情
况。”这就是说，朱剑凡未见毛泽东其人，先闻
毛泽东其名。

朱剑凡的子女在回忆中说：朱剑凡“虽年长
毛泽东近10岁，却对毛泽东相当佩服，认为此人
学识不凡，心胸高阔，必为安邦济世之才……两
人惺惺相惜，每逢相聚，必登长沙岳麓山，吟
诗作文，抒发胸际豪情。夜晚则在灯下抵掌谈
论时政古今，每每至东方破晓。在长期的接触
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对朱剑凡
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有见识，有信仰，品

行端正，学识渊博。”
但两人亲密交往更多原因还是志同道

合。1918年6月，就任湖南赴法俭学学生“驻京
办”主任之前，毛泽东就接到蔡和森从北京的
来信，要求他在湖南青年中广为发动，培训准
备赴法青年， 筹集赴法经费等。 毛泽东接信
后，马上向省会几大教育巨头陈润霖、朱剑凡
等“汇报”，得到赤诚的支持。陈、朱不仅成立
了湖南法华教育分会， 而且在各自执掌的楚
怡、周南办起了赴法培训班，给准备赴法的青
年补习法语、 传授实用技术， 还联络地方政
府，给赴法学生发放路费。朱剑凡做了其中最
棘手的筹款委员会主任。

1919年，朱剑凡、徐特立为首的教育界人
士，组成了“健学会”，探索真理，改革教育。毛
泽东著文称赞这个组织为“东方的曙光，空谷
的足音”。

还是1919年，为扩大毛泽东发表在《湘江
评论》上的《论民众大联合》的影响，朱剑凡在
健学会发表《排除己见、团结一致、服从真理》
的演讲，予以推介。他写的《论中国人“生的观
念”与“死的观念”的谬误》，也被毛泽东转刊
在《湘江评论》上。

毛泽东在“驱张”胜利后，于1920年7月7
日回到长沙。他虽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却

好几个月没有“饭碗”，直到他的老师易培基
接任一师校长后， 于10月份聘他为一师附小
主事。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收入的
毛泽东怎么生活？是朱剑凡伸出了援助之手。

据朱仲丽回忆：她七八岁时，曾见过一个
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 那青年
便是毛泽东。 朱仲丽清楚地记得她童年时就
“二十八画生”问题与毛泽东的一次对话：“我
两眼瞪着，问：‘毛叔叔，你为什么要取一个怪
名字，叫二十八画生呢，真不好听。’毛泽东笑
道：‘我是喜欢来新花样，用数目字代替名字，
节约呀，省事呀！’”

对于这段友情，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
遇到朱仲丽还提起：“我年轻时， 穷得没有饭
吃，是你爸爸叫我住在周南女校校园内，吃饭
不叫出钱， 一天还吃三顿。” 朱伯深也记得：
“1920年夏， 毛泽东同志作为先父的客人，住
在我家后面周南校园。 在校园里， 他时常闲
步，凝目四望，若有所思……在毛泽东同志的
影响下，先父自觉地支持了‘五四’运动后湖
南的历次进步学生活动……”

朱伯深回忆说：“我当时还是一个17岁而
又较腼腆的青年，没有和他交谈。有一天，我
独坐书房内温习功课， 听见房外大厅里有人
打电话刚完，又听见打破瓷器的声音，并有向
外疾走的脚步声， 从带湘乡语尾的湘潭话来
判断，我已知道打电话的是毛泽东同志。我正

在纳罕，传达室的苏树藩师傅进来，手拿铜元
20枚向我说：‘住在学校里的毛先生要我找个
补碗匠将打破的痰盂码好。’我才知道毛泽东
同志打电话失手将电话机下面的瓷痰盂打破
了。”

“周南”无疑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一
个“营地”。

新民学会第一批20多个会员中就有周南
学生， 这中间有后来成为中共第一个女中央
委员的向警予， 还有与毛泽东发生过恋情的
陶斯咏。

后来，第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如蔡和森、萧
子升等赴法勤工俭学， 这个组织在国内的力
量已显单薄。两个问题已提到负责人面前：一
是原来确定的“向外发展”方略已实现了，但
如何有一个组织中心呢， 这个中心又设在哪
里？二是既然国内的力量单薄，那么就要再补
充发展。经过毛泽东与蔡和森书信联络，决定
这个中心就设在国内，就在长沙。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详细资料，
但在毛泽东心目中的这个总部就是“周南”。
为何？最重要的原因是校长朱剑凡“可靠”。他
“自觉地支持了‘五四’运动后湖南的历次进
步学生活动”。“朱剑凡领导的周南女中有许
多女生都报名参加了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
会，并积极为《湘江评论》等革命启蒙刊物撰
稿。”

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这里作基地， 是因为
“周南是安全的，也是热情的”。他在这里不仅
发展了新民学会第二批会员， 还在这里召开
了新民学会年会，留下的那张照片可以作证。

如果不是易培基将毛泽东“扯” 到了一
师，使得“大本营”移动，那么“周南”将是毛泽
东一个较长时间的革命营地。

朱剑凡不仅自己投身革命中，而且8个子
女中竟有6个是共产党员。

朱剑凡和妻子魏湘若（清两江总督魏光
焘之女）所育的8个子女，分别是长子伯深，次
子仲硕，三子叔平，四子竟之，长女佛根，二女
仲芷，三女声韦，四女仲丽。

朱仲丽，应该是朱氏八兄妹中的老满，也
是最具传奇的一个， 还是与毛泽东接触最多
的一个。记者在出版社看过她全集的清样，摞
起来有米把高， 其题材涉及中共一个时期高
层的各个生活层面。 她出幼稚园进小学时就
见过毛泽东，后来学医，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医

生，与毛泽东的接触就更多了。她后来成为中
共重要领导人王稼祥的夫人。

朱伯深早年投身革命， 解放后曾任外交
部欧美司司长、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秘
书长、中调部科技局副局长；朱仲硕投身革命
后，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师政治部工作，这个
师的党代表是萧劲光，解放后在外贸部工作；
朱叔平在同济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 后进入
鄂豫皖根据地担任兵工厂党总支书记，1932
年牺牲，时年21岁；朱竞之早年投身革命，新
中国成立后做过广东省商业厅长、 粮食部办
公厅主任等；只有朱佛根搞了一辈子教育。她
最初当幼师，是父亲安排的。朱剑凡认为，当
时幼稚园实在重要，可当时又“太少太少了”，
所以就把“大女儿佛根送到周南的幼稚园当
老师了”；朱仲芷，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投身
革命，曾为萧劲光大将夫人；朱声韦比起其他
兄弟姐妹来，名声要小一点。

虽然， 子女的选择并不能代表父亲的意
志，但起码受父亲的影响。这就是说，在朱剑
凡的心目中，“家是最小的国， 国是最大的
家”，也寄托着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挽救
民族、国家危亡和光耀“周南”的希望。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毛泽东在周南的日子

主人朱剑凡1

2 空谷的足音

兄妹记润之3

曾为“大本营”4

朱氏八兄妹5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在长沙合影。 后排左起第四人为毛泽东。

1941年， 朱仲丽和王稼祥在延安。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到来之际， 国家档案
局从8月15日起在其官方网站每天发布一集《伟大胜
利———中国受降档案》专题视频，从不同角度重现这场
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专题视频第一集：中国的全国抗
战，15日在国家档案局官网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2014年1月2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务院对行政法规进行
了清理，对21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这次修
改，主要删除了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从业资质
资格认定和企事业单位设立审批的相关规定，明确了下
放审批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增加了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在取消审批项目方面， 通过修改国务院关于通
用航空管理的暂行规定、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
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电信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外资
银行管理条例、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13部行政
法规的相关规定，取消了“国内通用航空企业承担境
外通用航空业务审批”、“矿业权评估机构资格认
定”、“证券公司专项投资审批”等23项审批项目。

在下放审批项目方面， 通过修改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
理条例、 反兴奋剂条例等8部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下放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专业审批”、“民用爆
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等7项审批项目。

在监管措施方面，按照李克强总理“放管结合、
放管并举”的要求，通过修改10部行政法规的10个
条款， 重点强化了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下放后原实施
部门和承接部门的监管职责和手段， 增加了事后备
案、监督检查和建立健全监管规则的规定。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修改21部
行政法规部分条款

国务院法制办网站15日公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公民和法人而言，不
动产究竟是什么？对城乡二元格局，不动产统一登记意味着什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何以发
挥“四两拨千斤”作用？

不动产登记三大“看点”

“大家底”
给出国家定义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一重大论
断， 将第一次在产权层面得到确认。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第一次明确给出定义： 不动产是指土
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

依照条例， 集体土地所有权，房
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林
木所有权，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
包经营权，以及建设用地、宅基地和
海域的使用权等都将纳入登记范围。

“条例明确了不动产登记全国统
一登记的路径，首次确立了不动产统
一登记的范围。”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汪利娜表示，不动产登记
是为摸清“家底”，过去提到不动产往
往城乡分离、对城为主，这次明确的
范围更广，内容更全。这是我国首次
在不动产登记实施层面对“大家底”
给出国家定义。

不动产统一登记，对赋予农民更
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
权、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地入市”等
重大改革，具有基础性作用———国土
资源部等5部门10日在公布《关于进
一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
时强调。

我国城乡间土地权属不一样，城
市土地属于国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
所有，但集体所有又不像股份制可以
通过股权明确为个人利益。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
观室主任党国英研究员说，不动产登
记“城乡统一”将加快确权，解决抵押
权、处置权以及最根本的交易权等在
农村土地“产权缺位”，赋权于民，使
农民以产权保生存、 以产权谋发展，
向城乡一体化总目标迈进。

《伟大胜利———
中国受降档案》陆续发布

8月15日，南京举行和平集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69周年，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图为参
加集会人士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默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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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倒逼”力量有多大

城乡二元
“坚冰”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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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符笑汀 黄柏强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综合新华社记者报道：日
本3名阁僚和80余名国会议员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
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供奉了
祭祀费。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对此予以严厉谴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 日本内阁成员参
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日
本领导人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 再次反映出日本政
府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韩国总统朴槿惠说，日本部分政客不断做出离间、伤
害两国人民感情的事。 韩国政府多次敦促日本领导人纠
正错误的历史认识，特别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在韩国“慰安
妇”受害者在世时为她们采取必要的补偿措施。

朝鲜“日军性奴隶与被日军强征受害者问题对策委
员会”发言人发表讲话，批评日本否定历史的做法，要求
日本清算历史问题。只有为清算历史履行法律、道德上的
义务和责任， 日本才能够在国际社会面前成为堂堂正正
的“正常国家”，构筑本地区更加牢固的国际关系。

今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9周年纪念
日。安倍晋三当天在东京武道馆参加“全国战殁者追悼
仪式”，他在讲话中只字未提日本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
造成的巨大伤害。日本共同社就此表示，安倍在去年的
追悼仪式上没有就日本战争的“加害责任”进行明言和
反省，招致中韩等国的反对，今年也是如此。

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

中韩朝严厉谴责

据新华社芝加哥8月14日电 美国总统奥巴马
14日承诺将对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郊区发生的一
起黑人青年遭警察枪杀事件展开公开、透明的调查，
同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正在马萨诸塞州度假的奥巴
马当天发表讲话说，他一直在关注事态进展，美国司法
部和联邦调查局已对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据目击者说，18岁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9日下
午同一个朋友在街上行走时， 被一名警察连击数枪
死亡。布朗当时没有携带武器，并且举起双手投降。
但圣路易斯县警方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布朗与
另外一人在弗格森区一座公寓大楼前攻击警察，其
中一人在被推进汽车时伸手去抢警察的枪， 引发短
时间搏斗，之后布朗开始逃跑，警察向布朗开枪。布
朗被枪杀在当地引发抗议活动，并演变成骚乱，当地
警察与社区居民严重对立。

美一黑人青年遭枪杀
奥巴马承诺展开公开透明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