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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马5月23日电 当地时间5月
23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利马主持
秘鲁中资企业座谈会，听取在秘投资的国
有和民营企业代表介绍生产经营情况，并
通过远程视频连线慰问中资企业一线员
工，同他们互动交流。

李克强详细询问了有关企业生产经
营状况、发展规划、员工构成、亟待解决的
实际困难，以及当地产业需求、市场环境
等情况，向在秘中资企业和中方员工送去
祖国人民的亲切问候。

李克强表示，大家远离祖国，奋战在
中秘合作第一线，为中秘关系发展和国家
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你们中不少
人工作在高海拔矿区，在艰苦的工作生活
条件下，取得了令人骄傲的业绩。 谨向你
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李克强对在秘中资企业提出三点希
望： 一是以产能合作推动中秘合作转型升
级。 将中国优势和环保的产能同秘鲁经济
发展需求相结合， 加强产能和装备制造合
作，带动中国装备走出去，在促进秘鲁经济

发展的同时，推进国内出口和产业升级，保
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二是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 充分考虑
所在国以及投资地利益，坚持绿色发展、创
新发展、惠民发展。 创造更多就业，同当地
社会、本地员工和谐相处，让中秘友好更加
深入人心，为中秘合作开辟更大空间。

三是加强协调配合，抱团出海。 在秘矿
业、装备制造业等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要相
互支持，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政府将在政策
上继续支持企业“走出去”，并同秘方加强沟

通协调，为中资企业营造更好营商环境。
李克强还特别叮嘱工作在高原地区

的中国员工保重身体，要求派出企业安排
好、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出席座谈会的50余名中资企业代表
和远程视频连线的中方员工一致表示，感
谢来自祖国的问候和李克强总理的关怀
指导，将全力投入拓展中秘产能合作的工
作中去，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更大成绩
支持国内经济发展，助力中秘友谊与合作
不断深化与发展。

李克强主持在秘中资企业座谈会时要求

推动中秘务实合作转型升级

30多年义务授徒3000多人 太极拳“启蒙老师”今年95

5月24日，湖南省第六届太极拳锦标
赛在长沙松雅湖中学体育馆火热进行。
看台上一位穿着洁白练功服的白发老人
格外惹人注目，她今年95岁，是当地有名
的太极拳老娭毑。这两天，她带着弟子们
到赛场观摩学习。

太极拳老娭毑名叫周碧兰， 是省地
质中学的一位退休老师。“1979年退休
后，我每天早上去天心阁散步，看到别人
在练太极拳，我也就跟着练。”周娭毑告
诉记者， 后来她越来越着迷于太极的魅
力，拜天心阁的一位老拳师为师，潜心练
习。没想到这一练，就整整36年。

在自己练拳的同时， 她也热心地教
人打太极拳， 成为天心阁一带久负盛名
的义务辅导员。她30多年风雨无阻，先后
教会了3000多人打太极拳。

2011年， 周娭毑随着小女儿搬到了
长沙县湘龙街道湘滨社区山水湾小区居
住。 搬过来之后， 周娭毑本打算不再教
学生， 每天自己练一练就行了。 但是，
当小区退休老人跟在她身后依葫芦画瓢
练习时， 周娭毑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再次教起学生来。 不到几年功夫， 她又
收了70多个弟子， 还成立了湘滨社区太
极拳协会。 “我只是她们练拳的启蒙老
师。 在她们身上， 我看到了自己当年的
影子。 她们愿意学， 我就愿意教。” 周
娭毑说。

“她就像父母一样疼我们。”周娭毑
的“关门弟子”金佐英告诉记者，她去年8
月才开始学拳， 却是周娭毑倾注心血最
多的一位学生。

金佐英今年56岁， 以前很少参加体
育运动， 刚开始总记不住动作要领。“一
个动作我没学会， 周娭毑就不厌其烦地
反复教我。每次练完后，她还要把我单独
留下，手把手地教。”金佐英心里充满感
激和愧疚，“我老是练不会， 怎么对得住
她呢？”周娭毑总是鼓励她：“只要肯下功
夫，就一定能学会。”现在，金佐英已是小
区的一名太极高手了。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和传承太极

拳文化，周娭毑自己动手编制资料，购买
书籍免费送给大家。在她的带动下，太极
拳已成为湘滨社区的一道风景。

“跟着周娭毑练太极，整个人都精神
多了， 什么时候都是阳光灿烂。”72岁的
朱建英笑着说，“我要像周娭毑一样能够
返老还童，让白色头发重新泛黑。”

快步入期颐之年的周娭毑眼不花，
手不抖，记忆清晰，精神矍铄，每天坚持
带领居民练习太极拳，在当地“新乡贤”
评选中被授予“传统文化的守望者”称
号。 她说：“我希望像启蒙老师一样教大
家打太极拳， 让所有老人都像我一样拥
有一个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晚年。”

湖南日报记者 苏原平
通讯员 周瑶

95岁的周碧兰老人带领小区健身爱好者舞太极剑。 通讯员 周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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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蔡矜宜）经过两天的角逐，
2015湖南省第五届“公仆杯”乒乓球比赛今天在大众传媒
职业技术学院收拍，省公安厅队、株洲队分获省直机关组和
市州组混合团体冠军。

本次比赛由省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委员会、省直机关
工委和省体育局主办，以我省副科级以上公务人员为参赛对
象。比赛吸引了全省9个市州以及中央驻长单位、省直机关等
45支代表队近500人参赛。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 省公安厅
队、省水利厅队和省纪委机关党委队分别获得省直机关组混
合团体前三名，株洲队、怀化队和长沙队摘得市州组混合团
体前三名，来自省人防办队的何其雄和湘潭队的颜晓媚分别
夺得厅干组男、女单打冠军。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胡泽汇)
125个登山团队、500名身着统一服装的参
赛选手、 上千册少儿读物……今天上午，
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如新(中国)日用保
健品有限公司主办的“如新健康中国行长
沙站暨首届麓山公益登峰节”在岳麓山南
大门拉开帷幕。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攀爬，登山团队陆
续到达终点：位于山顶的捐书区。一位带
着孩子登顶的家长说：“这样的登峰活动
氛围非常好，既锻炼了身体，还能为山区
的儿童出一份力，下次还要参加。”

主办方介绍，作为第二届“如新健康
中国行”长沙站的重头戏，希望通过登山
的形式向市民倡导积极的生活方式，树立
健康的生活理念，同时汇聚每个人的绵薄
之力建立“如新图书室”， 传递社会正能
量。3天后，组委会将邀请部分活动参与者
一同前往贫困山区捐赠图书室，陪贫困山
区的孩子过六一儿童节。

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500爱心人士登山捐书

省公仆杯乒乓球赛收拍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蔡矜宜）这个周末，长沙的
斯诺克球友很幸福。22日，湖南省台球协会培训基地在长沙
“非凡星牌台球俱乐部”挂牌；23日晚，斯诺克前世锦赛、英
锦赛双料冠军“磨王”彼得·艾伯顿现身长沙，为全国业余斯
诺克大师赛南部赛区助阵。

经过角逐，长沙选手姚鹏成为南部赛区海选冠军，这意
味着他直接获得参加上海大师赛总决赛的资格。“今年的南
部赛区海选分两个部分进行：一是在长沙非凡星牌台球俱乐
部举行的海选赛；二是抽选斯诺克爱好者与‘磨王’同台互
动。”本次赛事长沙站负责人庞文娟介绍，长沙站海选第二至
六名的球友将继续参加下站海选，冲击上海大师赛资格。

23日晚“磨王”球迷见面会上，被幸运抽中与“磨王”同台
献技的长沙女球迷王俏激动地告诉记者：“以前只在视频里
看过‘磨王’，没想到今天自己能跟他同台打球，太幸福了！”

“磨王” 助阵长沙斯诺克海选

省台球协会培训基地挂牌

5月24日， 参加登山活动的爱心人士
登顶后，给贫困山区孩子捐赠图书。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新华社记者 叶前 乌梦达

文化部近日公布的统计显示， 2014
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583亿元， 相当于全
国人均费用超42元。 除了直接的惠民文
化资金外， 中央和地方财政还设立了规
模庞大的各类文化产业专项资金， 用于
扶持文化企业。 2010年以来， 中央财政
已下达192亿元， 各地财政也有数亿到上
百亿元的支出。 但是， 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标准模糊、 监管不严， 部分文化惠
民资金沦为追逐豪华楼堂馆所建设的

“文化政绩工程”， 一些农家书屋里充斥
着市场卖不掉的书， 同时， 文化产业专
项资金的分配则出现权钱交易的暗流。

文化设施“空有高楼没有文化”
记者发现， 有的地方将文化投入变

成对楼堂馆所的追逐， 大量资金被花费
在华而不实的“文化政绩工程”上。

有的地方耗资数亿元、 比照国家大
剧院建超豪华剧院，号称打造“文化标志
性工程”，建成后却鲜有演出，文化设施

“空有高楼没有文化”。 记者在珠海市调
查时， 当地群众反映该市歌剧院刚落成
不久， 又投资逾10亿元新建一座海岛歌
剧院。“就这么点人，建成后不知要演给
谁看。 ”当地一名处级干部说。

为了给农村“文化扶贫”，一些地方
要求加速建设基层群众文化设施， 但一
些地方的建设和管理因不切实际无人问
津， 沦为摆设。 北京市一个镇的副镇长
说，有一个村花上百万元建社区图书馆、
农民书屋，每天开馆时间为9时30分到11
时30分，14时30分到16时30分，“这段时
间年轻人都在外工作， 哪有时间来看
书？ ”而书屋每年的人员工资、采购费用
支出都不菲。

不少群众反映， 有些惠民文化项目

是地方政府部门拍脑袋想出来的。“有些
掌握资金的部门只是为了把钱花出去交
差， 至于这笔钱有没有花到群众需要的
地方则完全不管，结果导致了一些‘形式
工程’，造成巨大浪费。 ”中山大学政务学
院院长肖滨说。

“烧政府的钱没商量”
近几年， 各级文化产业专项资金补

贴不断增加， 企业获得的补贴少则几万
元多则上千万元。 财政部信息披露，中央
财政5年下达的192亿元文化产业专项资
金，扶持了3300多个项目，地方财政的投
入也不断加码。 由于管理不够透明和精
细化，相关资金申报分配乱象丛生。

———先抢钱、后找事，多头申报重复

要钱。
北京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和教科文卫

体委员会调研发现，2012-2013年度，北
京文化创新发展资金有18.3亿元沉淀闲
置。“这意味着，钱要来了，事还没想好也
没办，结果资金躺在账户上睡大觉”。 一
位人大代表说。

还有的项目拿到补贴后重复申报要
钱。 如北京旅游景区八大处公园管理处，
2013年以西山八大处景区旅游文化提升
项目的名义， 在北京市文资办申请支持
资金800万元，同时在北京旅游委申请资
金443万元，还拿到了文化体育与传媒事
业支持资金400万元。八大处景区工商管
理支队称，“这是将一个旅游提升项目拆
分成旅游公共服务的设置、 旅游文化内

容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三个分项的项目
分别进行申报。 ”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专项询问

发现，2013年，中国北京国际石油石化技
术装备展览会及中国国际管道航道电气
自动化展览会项目得到了240万元的“文
创资金” 支持。 北京市人大代表夏强质
疑， 石油化工和管道本属市场竞争领域
里的营利性项目， 怎么还能经过评审纳
入文创资金支持范围？

———分配不公开易滋生腐败。
北京一位曾参与文化资金申报的企

业负责人表示，企业参与申报，必须削尖
脑袋找关系， 最终能否拿到项目资金，往
往不是看做得好不好，而是看公关做得怎
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研
究学者张铮说， 由于分配过程不够公开，
容易滋生腐败，一些文化项目变成“烧政
府的钱没商量，揩政府的油不担忧”。

给不给、给多少没标准
“上千万元的资金，与会干部看到的

项目介绍少则几十字、多则两三百字，两
个小时的政府内部评审会就分完了。 ”一
位参与资金分配评审会的处级干部直
言，目前在一些地方，资金给谁不给谁、
给多少几乎没有标准，随意性太大。

要求文化专项资金提高透明度的呼
声不断提高。财政部在下达2014年中央财
政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时已明确，大幅扩大
评审专家库范围，全面引入社会监督机制
和互联网在线申报系统，以确保项目评审
的公开公正和资金的使用效益。

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建议， 未来
可考虑直接给市民发放文化消费券，把
选择权交给市场， 让真正受群众喜欢的
企业能壮大发展， 从而避免权钱交易等
腐败行为。 （据新华社广州5月24日电）

农家书屋成“回收站”
石化展也拿文化的钱

———追踪数百亿元的文化专项资金流向

华而不实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利马5月23日电 当地时间5月23日上午，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利马考古、 人类学和历史博物馆出席中
国-拉丁美洲文明互鉴系列活动。

李克强在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卡特里亚诺陪同下， 参观
了查文文化、印加文化展览和“中华文明起源”图片展，详细
了解秘鲁和拉美文明的历史脉络， 并向秘方介绍了中华文
明的发展历程。

参观结束后， 李克强和卡特里亚诺同中秘文化界人士
互动交流，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此次中拉文明互鉴系列活动由中秘文化部门主办，两
国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和代表出席。

李克强出席
中-拉文明互鉴系列活动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 美国国会参议院23日未
能通过此前众议院提交的旨在限制美国政府监控美国民众
电话记录的美国《爱国者法》修正法案，美国国家安全局历
时数年的监控项目或将在31日期满终止。

参议院在23日凌晨主要进行了两个与监控项目相关
议案的投票，但是均没有以超过60票通过。

美国《自由法》议案规定将收集来的民众电话记录保管
方由政府转移至电信运营商，另外，对政府获取电话记录信
息施加更加严格的限制。

在2001年遭到“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国会通过美国
《爱国者法》，该法规定，为防止国家遭到国际恐怖主义危害，
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内的政府部门对公民
诸多个人资料有调查权。《爱国者法》将在31日期满终止。

美参院未通过相关法案修正和延期

美政府电话监控项目
或将在31日期满终止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 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市一名在2012年参与枪击致死两名未持武器的黑人而遭
到刑事起诉的白人警察，23日被判无罪。 此后，当地出现抗
议游行。

克利夫兰汽车枪击案中共有13名警察向两名徒手黑人
开枪，但只有白人警察迈克尔·布莱洛受到起诉。 在经历了
一个月的无陪审团审判后，该州凯霍加县法官约翰·奥唐奈
当天宣布， 由于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布莱洛的开枪导致蒂莫
西·拉塞尔和梅丽莎·威廉斯死亡，因此宣判其无罪释放。

布莱洛无罪释放的判决作出后不久， 克利夫兰市抗议
人群开始游行，人群高喊“无公正就无和平”等口号。 近期，
美国多个城市出现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黑人事件， 引发
大规模抗议游行和社会骚乱。

在这一无罪判决宣布后不久， 美国司法部宣布将着手
复审该案件。 司法部曾在2014年对该市警局执法现象进行
调查，并得出结论，该市警局普遍存在暴力执法现象。

美枪击黑人警察被判无罪
当地民众举行抗议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