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小善为大善 积小德为大德

凡人善举登上“道德讲堂”
严 冰 梁天一 史新秀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
珂） 审计署 !" 日公布了 《审计署移
送至 !#$%年 &月已办结 %'起违法违
纪案件和事项处理情况》公告。其中
包括北京市大兴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李学元受贿案、四川省内江市原副
市长李仕彬等人滥用职权案、民航华
北地区管理局原局长黄登科受贿案、
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张传斌内幕交易案等。

审计署公布38起违法违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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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百姓 (炎黄好儿孙 (重情
重义重品行(立志先立人……”在场
的 !)*多名观众全部起立，合着节拍
齐唱 《公民道德歌》，掀起北京市东
城区“道德讲堂”的高潮。

&月$'日，北京市东城区“道德讲
堂”总堂启动。自!*$!年中央文明办对
道德讲堂建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以
来，东城区建立了机关、社区、学校、
企业、行业、新市民等&类基层道德讲
堂，共计开课!***余堂。

积小善成大文明

“徐阿姨，我出差一个月，麻烦
您帮忙浇一下阳台的花。”“好！”
她接过钥匙，仔细在本子上记下日
期和门牌号。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钥匙阿姨”，是江苏省常州市“道
德讲堂”故事的主人公。+ 年如一
日，她保管几十家邻居的钥匙，帮
工救急，照顾空巢老人。
“一把把钥匙是沉甸甸的信任，

是无言的道德契约。‘道德讲堂’
用身边的凡人善举告诉我们要多讲
善、议善、行善。”北京资深媒体人
高严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积小善
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我们今天
的小宽容、小善举、小进步能成就
明天的大包容、大文明、大奋进。”
“道德讲堂”自!**,年--月在常州

市开始试点以来，建设成效明显、进
展迅速。截至!*-!年--月底，全国建设

的“道德讲堂”达+.'万所。
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政治理论部副

教授毛明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道德讲堂”不仅要定期开讲，还要
和企业、社区、学校等相结合，引导
市民“崇德向善、行知统一”，使
“讲道德、行善事”蔚然成风。

小试点到“讲堂热”

"年来，“道德讲堂”从最初一
个试点推广到全国各地，为何它会如
雨后春笋般在各地迅速生根发芽？
“中华民族可谓‘礼仪之邦’、

‘道德之邦’。从《诗经》中的‘夙夜
在公’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老子的《道德经》到儒家‘五常’，
传统文化孕育着丰富的道德资源，百

姓受这种道德传统影响自然会萌生出
传播道德的想法和兴趣。”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
生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谈到。

!**,年，江苏常州钟楼区涌现出
“青松书场”、“六老讲堂”、“道德故事
会”等道德讲堂，解析《论语》等经典著
作/讲述历史上或身边的好人好事。“精
神文明建设需要与物质文明发展相协
调，”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缨回忆
道，当年试点“道德讲堂”就是希望传播
凡人善举，弘扬“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随着常州试点的成功，全国兴起
了“‘道德讲堂’热”。高严认为，当
下社会上存在一些负能量，腐蚀着社
会正气，因而弘扬中华民族美德，形
成新的时代精神，就显得尤为必要和
重要。

新媒体造新格局

网络信息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
迅速发展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更加丰
富、便捷、有趣的形式和手段。

据悉，南通市开设了以广播电台为
媒介的“空中道德讲堂”、以文明网为载
体的“网络道德讲堂”、以手机为渠道的
“新市民手机报道德讲堂”等新式讲堂。

“网络的使用者多是当下社会的
中流砥柱和未来的接班人，建设‘道
德讲堂’的网络传播平台也能更具有
针对性地进行传统道德教育。”北京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杨增岽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

江苏常州“道德讲堂”开办了自己
的官方微博“常人尚德”。“深夜，电瓶车
上突然出现一只装有巨额现金和单据
的包……谢焕玉夫妻先是苦等失主未
果，连夜将包交到派出所……”!*-%年
&月 &日的微博讲述的是一对纯朴夫
妻拾金不昧的故事，网友0末埃总是
怀念评论道：“诚信正直是和谐社会的
保障，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灵。”

杨增岽认为，网络平台突破了传
统“道德讲堂”面对面讲述的时间和
空间限制，是信息化大背景下“道德
讲堂”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但“道
德讲堂”不能完全依赖新媒体平台传
播，应与传统面对面的讲授相结合，
建立起全方位一体化传播格局，力求
产生最广泛的影响。

针对近期在银行间市场上演的“钱
荒”现象，中国人民银行 !" 日对外表
示，当前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处于
合理水平。央行提醒各金融机构要强化
流动性管理，促进货币环境稳定。

分析人士认为，“钱荒”表象之下
暴露出的是当前我国银行体系资金空转
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是让资金进入实体
经济的政策意图。

央行：“钱荒”最后推手

#月!$日可能会成为许多银行资金交
易员在今后的职业生涯里经常要提到的一
天。当天，隔夜回购利率一度飙升至%$&，上
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隔夜拆借利率暴涨
'()个基点，升至*%+""&，创出年内高点。
“这轮‘钱荒’既有美联储量化宽松

货币政策异动的外部原因，也有金融机
构疏于流动性管理的内部因素；既有外
管局、银监会政策收紧和监管加强的偶
发性因素，也有季末银行考核时点来临

等周期性因素，可谓重重因素叠加所
致。”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说以上因素是金融机构事先可
预知的，那么央行对流动性调控的新变
化则让不少金融机构始料未及，它成为
将“钱荒”推至顶点的最后一股力量。
“都以为央行会通过逆回购甚至下调

准备金率放松货币，因而在资金原本很
紧张的情况下，一些银行还在 # 月上旬
进行了超规模信贷投放，结果导致头寸
的明显减少，无疑加剧了‘钱荒’现
象。”连平说。

资金空转折射金融异化

央行按兵不动的态度，指向的是银
行间市场盛行的“资金空转”问题。

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 个月我
国社会融资规模达 ,+** 万亿元，比上年
同期多 %+*! 万亿元，广义货币 -! 存量
达 *$" 万亿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

授郭田勇表示，中国的资金在总量上并
不荒，“钱荒”是个结构性问题。
“一些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的大企业，

会将银行资金转向信托市场，以追求更高
的回报，而信托资金在层层杠杆后又会大
量进入到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
在连平看来，这样的结果造成了资金价格
越来越高，制造业领域融资越来越困难。
“钱荒”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金融的

“异化”：原本是从金融业到制造业的信贷
业务，在通过一系列加杠杆的金融运作后，
变味为从金融业到金融业的资金业务；金
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变成了“钱生钱”的
虚拟游戏；在银行体系到处蔓延的“钱荒”
表象之下，是实体经济不断失血的恐慌。

促使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

“从一定意义上讲，央行没出手救市，
是政策的主动调控，而不是等到泡沫破裂
后的被动调整，将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
也有利于改变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占用太多资金，挤压实体经济的状况。”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

随着美国经济的稳步回升，美联储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脚步渐行渐近，
全球经济去杠杆化过程开始加速，此时
我国央行顶住压力“不放水”，传递出停
止以货币扩张刺激经济的信号，迈出了
向实体经济救赎的一步。
“在以去产能、去杠杆为主线的结构

调整期，盲目扩张货币会使去产能进程中
断，市场主体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缺乏去
产能、去杠杆的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近期金融市
场的波动是金融市场结构调整的表现，重
在促使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让金融更有力地
支持实体经济，正是当前中央所提倡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期三度提及要“激活
货币信贷存量”，彰显出停止扩张性政策、
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意味。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陈二厚 王宇 安蓓）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激活货币信贷存量

央行“不放水”意在救赎实体经济

中国新增两项世界遗产

世遗大会主席表示祝贺
据新华社金边 !月 "$日电（记者王其冰、李

弘）第 %(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柬埔寨副首相索
安 !"日祝贺中国新增两项世界遗产。

索安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新
闻发布会上对本届大会取得的成果及进展作了介
绍。他表示，他曾经到访过中国许多著名的世界遗
产地，如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西安的秦始皇陵，每
一次访问，他都能很直接地感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
对这些全人类珍贵财产的高度重视和保护。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新疆天山和云南红
河哈尼梯田被列为世界遗产。

索安说，中国现在已经有 "' 处世界遗产，成
为全球排名第二的世界遗产大国，感谢中国对这些
世界遗产的保护。

& 月 !" 日，内蒙古四子王旗公安边防大队加

强警戒，为神舟十号飞船返回舱回收保驾护航。

图为干警们在讨论部署警戒警力。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摄

为“神十”返回保驾护航

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揭晓
$%!

位获奖者中院士
$%

人

本报北京 !月 "&日电（记者蒋建科）“科学
中国人 （!*$!） 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
行，本届年度人物共评出 $&个奖项，共计 $%&人，
其中院士 $%位。

王小谟、卢世璧、朱英富、薛其坤等知名院
士，天宫一号总设计师张柏楠、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第七!二研究所所长翁震平、深圳华大基因研
究院院长王俊等科学家获得年度人物殊荣。

赢得联合国工发组织总干事选举

中国副财长将走马上任
本报北京 !月 '&日电 （记者张意轩） 来自商

务部的消息显示：当地时间 & 月 !" 日，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 （简称工发组织） 第 "$ 届理事会投票
选举新任总干事，中国政府推荐的候选人、财政部
副部长李勇在首轮投票中即以 %1 票绝对优势赢得
选举，将由 !'日举行的特别大会正式任命为该组
织的第七任总干事。

据介绍，中国与工发组织 "*年来一直保持良好
合作关系。工发组织通过技术合作项目不但为中国
引进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部分关键设备，还为中
国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业
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一直积极参
与工发组织的活动，并向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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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西湖“申遗”成功两周年，& 月 !" 日，“首届杭州西

湖荷花艺术节”在杭州西湖景区曲院风荷、郭庄主会场及杭州植物

园、虎跑、三潭印月分会场同时启幕，展出荷花、睡莲等水湿生植

物 +**余种。

上图：游客在拍摄盛开的荷花。

下图：一组《江南采莲》荷花花艺造型。

李 忠摄（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许栋诚、张艺）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业余
登山队在巴基斯坦遇袭一事

答问时表示，中方生还人员
被暂时安置在中国驻巴使
馆，遇难者遗体已运抵巴首
都伊斯兰堡。

华春莹说，中方对此次

恐怖暴力袭击事件深感震惊
并表示强烈谴责，要求巴方
保障生还人员安全，配合做
好遇难者善后事宜，尽快缉
拿并严惩凶手，采取有效措
施维护在巴中国公民的安全
与合法权益。巴政府相关部
门向中方转达了谢里夫总理
和巴政府对中方遇难人员的
哀悼及对幸存者和遇难者家
属的慰问。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熊争艳、许栋
诚）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
律宾军舰的“坐滩”并不构
成对中国仁爱礁的非法占

据，中方绝不会接受菲方以
任何形式非法侵占仁爱礁。

华春莹说，中国对包括
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
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
权。菲律宾军舰当年系因

“故障”在中国仁爱礁“坐
滩”，中方持续要求菲方拖
走该舰，但菲方以技术原因
为借口，一直未履行承诺。
菲方的活动违反了 《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

她表示，中方再次敦促菲
方切实履行承诺，不采取使局
势复杂化的挑衅行动，为维护
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南海
合作做出应有的努力。

在巴基斯坦遇袭中方人员

生还者暂安置在驻巴使馆

菲舰“坐滩”中国仁爱礁

中方再次敦促菲方切实践诺

外交部发言人：

暑假临近，浙江衢

州电力局组织青年志愿

者走进龙游县夏金小

学、开化实验小学等，

给孩子讲解安全用电小

知识，发放电力宣传手

册，增强孩子们安全用

电意识。

图为龙游县开化实

验小学生在听讲。

贵利剑摄

安全用电宣讲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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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伊斯兰堡 ! 月 "& 日电 （记者杨迅） 据
当地媒体 !"日报道，巴基斯坦安保人员在搜查行
动中逮捕了 %1名涉嫌参与袭击外国游客的疑犯，
并已将他们带到秘密的地方进行审问。

媒体报道称，$*名外国遇难者的国籍已经得
到确认，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名美籍华人、%

名乌克兰人、两名斯洛伐克人、$名立陶宛人和 $

名尼泊尔人。

巴基斯坦逮捕37名袭击游客嫌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