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日，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正式与世人见面。该馆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史家胡同深厚的人文与历史底蕴，是北

京胡同文化展示和传播的窗口。图为观众在拍摄博物馆展出的

章士钊故居模型。 新华社记者 张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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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节”不正之风举报
!"#

件

中纪委：将快查严办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 日消息，

#月 $日，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联合
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刹住用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
浪费等不正之风。#月 %& 日，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在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发布公告，欢迎群众举报中秋国庆期间违反通知规定的行
为。据统计，截至 %'月 (日 )*时，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共接到
专题举报 #%(件，其中网络举报 "'%件，纸质信函举报 %%+件。

鉴于“两节”期间专题举报的时效性和专门性，中央纪委建立了
对反映“两节”期间公款送礼、公款吃喝等问题信访举报件的快速办
理机制，做到快查严办。中央纪委信访室和网络举报中心将反映“两
节”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信访举报件及时转由党风政风监督
室快速办理。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在收到信访举报件当天完成编
号、登记、分送工作，各有关业务处收到信访举报件后快速提出办理
意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大幅压缩案件查办时限。

另据了解，截至 "月底，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
题 %)'##起，处理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 人。截至
目前，中央纪委先后 &次共对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进行了通报。

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记者张鹏雄、侯丽
军）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表示，外交部刘振民副
部长已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向日本内
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今天上午，有
日本安倍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华春莹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
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至今供奉着在二战中
对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 !$ 名甲
级战犯。靖国神社问题事关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深
刻反省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是否尊重中国等亚洲
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
大原则问题。

她表示，日本内阁成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其
实质是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挑战二战结果
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愿重申，日本只有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

略历史，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日本同亚洲邻国的关
系才能开辟未来。我们再次严肃敦促日方恪守反省
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
国和国际社会。”华春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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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梁永琳、张稚丹）
!"月 !%日，中华版《史记》修订本首发式将在北京、
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世
界各地 &'个城市 (! 家书店同步举行，限量印制的两
万套图书，每套均有唯一收藏纪念号。上午 !"时，在
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首发式会场，修订主持人赵生群、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将为《史记》 修订本揭幕，并为
专程赶来购书的读者签名、加盖 《史记》 首发日纪念
章。这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修订工程
的第一个成果，也是在点校本《史记》初版问世 '$年
之后，迎来的首次修订本。

前三季两岸客运115万人次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严冰） 交通运输部今天透

露，&"!( 年前三季度，受两岸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两岸间
海上货运量继续增加，完成 $)&%万吨，同比上升 &*&+。客运
量 !!'*&万人次，同比下降 "*$+。其中 %月完成货运量 $)(万
吨，环比下降 ,*%+，客运量 !(*%万人次，环比上升 ,*'+。

今年前三季度两岸间海上运输主要特点：一是大陆至台湾
本岛客运量大幅上升，完成 !$*%万人次，同比上升 '$*)+。二
是“小三通”客运量首次出现下滑，完成 !""*(万人次，同比
下降 '*$+。三是集装箱、液体化工品运量快速增长。两岸货
运市场健康发展，直航企业效益进一步改善。

中央美院庆祝建校95周年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赵晓霞） 今年是中央美术

学院建校 %'周年，在 !#日举行的校庆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宣布将“尽精微 致广大”正式作为
该院的校训。据介绍，“尽精微 致广大”是该院建院初期徐
悲鸿先生为指导素描教学和绘画造型，从《中庸》中选取的。
今天的中央美术学院师生一致认为，这六个字体现着中央美术
学院人始终坚守的“修身、治学、研创、报国”的原则和情
怀；体现着中央美术学院始终坚持的“注重使命、崇尚学术、
尊重人才、兼容并蓄”的传统与精神。

南开首招故宫学博士
据新华社天津 !" 月 !# 日电 （记者张建新、吴刚） 记者

%"日从南开大学了解到，今年该校历史学院将与故宫博物院
联合招收国内首个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方向博士生。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欣淼作为导师
之一，将联合招收一名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故宫博物院
将采取课程讲授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学生需要在南开大
学学习故宫院史、故宫建筑学、明清宫廷史等相关课程，也需
要赴故宫博物院考察学习文物。

《老龄宜居社区（基地）标准》发布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喻京英） 《老龄宜居社区

（基地）标准》 今天在北京正式发布。《标准》发布后，将由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年宜居养生委员会和老年宜居养生产业联
盟组织企业试行，并面向全国养老服务机构进行推广。

北京胡同博物馆开馆

本报里

约热内卢 "$ 月

"& 日电 （记者颜欢、
王海林、张卫中） !" 月的

里约热内卢，伊贝树花染红了
街头。当地时间 !" 月 !) 日，&"!(

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在这里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 $""余名华

侨华人代表齐聚巴哈海滨温莎酒店，共商祖
国和平统一大计。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共促和平发展，同圆

中华梦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桑国卫在开幕式上
致辞说，此次会议是自 &"""年柏林大会以来，
凝聚全球华侨华人反“独”促统共同意志的
第十四次盛会，也是在南美洲举办的首次
全球性反“独”促统大会。

桑国卫在致辞中提出四点
倡议：希望大家做“一个中国”
的坚决捍卫者；做祖国统一

的坚定促进者；做中
华文化的大力

传播者；

做中国梦的积极践行者。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接受当地媒体

采访时表示，当前，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两岸关
系不断深化，交往合作十分活跃，和平发展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基础日趋巩固。海外侨胞在促进
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和反分裂斗争中，已经并可以继
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海外促统力量不断增强，促统事业在
全球范围内有了扎扎实实的发展。本次大会的主办
者———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尹楚平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既有 )"多
岁的老人，也有 ("多岁的青年，充分反映了促统事
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更是后继有人。他们当中

有的转了四五次飞机，不远万里飞到这里参加大会；
还有的为大会的顺利举行多次致电主办方，提出各
项建议，展现出全球华侨华人促进国家和平统一的
美好心愿。

本次会议特邀了台湾代表参加。在会场中，记者
见到了从宝岛台湾赶来参加盛会的乐可铭先生。年逾
)"的乐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促进国家统一的关
键是，祖国大陆要更加坚实地发展壮大起来。国家越
强盛，越有利于实现和平统一的伟大目标。

尽早实现国家统一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来自新疆的代表穆扎帕尔·米吉提热情洋溢而充满幽默
的讲话，让与会代表对新疆各族人民维护统一的决心和

信念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米
吉提告诉大家，
从新疆到巴西足足要
飞 $"个小时，他几乎无眠，
一直在思考着新疆各民族的群众
为促统做了什么，还能够做些什么。他
还为代表们播放了一段反映新疆风貌的
视频。随着那颇具维吾尔民族风情的音乐响
起，全场代表不约而同地和着节奏击掌，整个会
场内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参加大会的巴西友好人士也表达了对中国
和平统一事业的支持和关注。巴西石油署前署长

哈罗多·利马说，中国的发展全世界有目共睹。
巴西人民喜爱中国和她的人民，衷心希望中国
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巴西中国和亚太研究所所长塞韦里
诺·卡布拉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海内外中国同胞、华侨华
人以及全世界友好人士的共同
努力之下，中国一定能够
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共促和平发展 同圆中华梦想
———记

'$"(

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月 !#日，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天天演”活动在南京东路步

行街拉开帷幕。在邀请国内外专业艺术

团体为市民免费演出的同时，此次活动

还向民营文艺院团提供平台，每天为市

民奉献精彩的文艺节目。

左图：一民营歌舞团在表演。

下图：演员在现场表演。

新华社记者 任 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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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素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古代典
籍是保存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载体，“二
十四史”及《清史稿》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
界上唯一拥有近 $""" 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
国家和民族，故被称为“国史”。 《史记》 是我
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
全书 !(" 卷，其记载始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

汉武帝时期，被誉为“史家
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
世世代代中国人心中享有崇
高的地位。

!%', 年，时任文化部副
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在 《人民
日报》 撰文，首次提出整理
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
十四史’”的建议 （《谈印
书》）。在毛泽东、周恩来等
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由中
华书局组织人力、订出规
划，集全国之力对“二十四
史”及 《清史稿》 进行第一
次点校，几经波折，直到
!%)# 年才完成这一庞大文化
工程。顾颉刚先生领衔整理
的 《史记》 点校本成书最
早，于 !%'% 年 !" 月出版，
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
标点妥帖，有关技术处理得
当，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

通行的《史记》整理本。
但受当时学术、文献、社会等客观条件的制

约，点校的标准和体例尚不成熟。随着古籍整理
体例的不断完善、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修
订点校本的需求日益突出。在著名学者季羡林、
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的倡议下，&""' 年 !!

月，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对修订工作做了重要批

示，要求重视和支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解决资
金和人力问题。&"", 年 $ 月，修订工程正式启
动。中华书局集合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力量，从 &"") 年起，全面展开点校本“二十四
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年 !月，温家
宝总理、刘延东国务委员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
进一步要求，指示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给予支
持。

这次修订，旨在保持点校本已取得的整理成
果和学术优势的基础上，认真吸收前人与时贤的
研究成果，包括当代学术研究的新发现 （文物、
文献资料）、新结论（学术定论），通过各个修订
环节，消弭点校本存在的缺憾，并使修订本成为
符合现代古籍整理规范、代表当代学术水平，能
够体现 &! 世纪新时代特点的典范之作。在这次
《史记》 点校本修订中，修订组和编辑组全面检
核三家注相关引文，纠正点校本中的讹脱衍倒，
如地名“昌平”误作“平昌”，书名 《易飞候》
误作“易兆候”， 《广雅》 误作 《尔雅》 等，都
一一改过，统一撰写的校勘记共计 (""" 多条。
点校本 《秦本纪》 载“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
而嬴政根本没活到 '" 岁，从称帝到驾崩正好 !!

年，改为“始皇帝立十一年而崩”才符合逻辑，
“五”当为“立”字之误。

《史记》 修订本历时 ) 年终于面世，其他各
史的点校本修订也在顺利进行中，预计全部修订
将于 &"!) 年完成。届时可以告慰季羡林先生在
&"",年的希望：“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中华书
局的修订版‘二十四史’出版之日，就是古籍整
理与出版的黄钟大鸣而特鸣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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