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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现实表明，尊重和倡导多样
性，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

紧迫了。”在 12 月 18 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
地域文化研讨会”上，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
玉在发言时表达了自己对“传承和弘扬中国地
域文化”的看法。

据悉，本次研讨会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
文史研究馆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会议期间，
主办方宣布我国首部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全
卷正式出版发行。

近千专家八年完成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由国务院参事室、
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全国各地近千位专家
学者及中华书局各位编审共同合作完成，前
后历时8年。

该丛书按我国省级行政区进行划
分，连同港澳台地区总共 34 卷。各卷

字数为 50 万字左右，全卷共计 1700
万字。《通览》 上启文化源头，下

至辛亥革命，概括介绍了各地
文化的发展脉络和亮点。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袁行霈表示，组织方遇

到了不少困难。除了
学术难度外，需

要 协 调 的
工

作人员就达到500多位。“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因
此信息的沟通、意见的统一都不容易。”

补地域研究空白

“ 《通览》 为中国绘制了首部大型的分省
文化地图，填补了我国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地
域文化的空白。”在问及本套丛书出版的意义
时，陈进玉作了上述回答。

他表示，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大多数地域
文化的著作和篇章都是将全国分为几个领域和
大文化区系，而 《通览》 则根据我国当前包括
港澳台在内的省级行政区划各立一章，内容更
为全面细致。

记者在翻阅中发现，每一卷都分为上、下
两部分，上编纵论历史，叙述文化发展历程；
下编横分门类，介绍文化亮点、特色。

以浙江卷为例，上编的部分按朝代分类，
以时间顺序叙述当时浙江的文化发展。下编则
突出浙江的民俗、饮食文化等等，甚至连浙菜
系里的杭州菜、绍兴菜、温州菜有哪些代表性
的菜肴都一一作了描述。

同时，《通览》 十分注重学术性，力求保证
内容的真实客观。根据袁行霈老先生的介绍，
丛书既注重儒家思想的阐释，也对佛教、道
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及其他民间信
仰作了介绍；既突出汉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也
努力展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既重视精英
文化，也关心庶民文化的描述。

在台湾卷中，记者看到书中既提到台湾
的汉人及大部分

少数民族来自于祖国大陆，也客观说明
了部分少数民族起源于菲律宾、印尼等南
岛文化圈的事实；既提到台湾的闽南语起源
于福建，也描述了当前闽南语与所谓“台湾
话”的差异。

再加工推广成果

据陈进玉介绍，《通览》从开始编撰时就注
重学术性、现实性和可读性的结合。尤其是各
卷涉及当地文化亮点、特点以及民俗的部分，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事实上，各地正通过再加工再创造的方式
向社会推广《通览》丛书。《通览》广西卷出
版后，广西电视台为《通览》的出版录制了

“广西历史文化大讲堂”特别节目——《书
绘广西历史文化地图》，安徽出版了 《安
徽文化通览简编》，《通览》上海卷主编
孙逊应邀到上海市委党校作上海地域
文化讲座，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另外，《通览》 的延伸和续编
工作也受到代表们的关注。除
了考虑为整套丛书补上 1911
年后的百年之缺外，不少
地区还先行一步，将

《通览》 延伸至地
市乃至区县一
级。

展现多彩中华文化展现多彩中华文化
首部首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出版发行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柴逸扉柴逸扉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全面深化改革》外文版近日由
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包括英、法、西班牙、日、俄、阿拉伯
文版共6种文字。

该书内容摘自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4月1日
期间的讲话、演讲、批示、指示等70多篇重要文献，分12个
专题，共计274段论述。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全面深化改革》外文版的出版，将帮助外国读者通过中
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论述，更准确、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全面
深化改革的背景、目标、任务、意义及影响。该书中文版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全面深化改革》外文版出版《全面深化改革》外文版出版

本报开罗12月18日电（记者王云松）《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一书推介研讨会17日在埃及记者工会举办，与会的埃及政
界、学术界代表对该书进行了热烈探讨并给予高度评价。

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说，读者不仅可以从《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 一书了解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经验，也可
以领略到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上的冷静思维和远见卓识。

他说，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埃及正在建设“新埃及”的理念不谋
而合。“中埃关系发展良好，埃及正在建设的新苏伊士运河项目
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为中埃合作提供了机遇”。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教授纳赛尔·阿卜杜勒·阿尔说，《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加深了他对中国梦的理解，中国梦不仅是国
家和民族富强，也是人民幸福。“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是以惠及
百姓为前提的，没有社会稳定和法治保障，不会有经济发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推介研讨会在埃及举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推介研讨会在埃及举行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黄杰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常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王英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王同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孙海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中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马福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中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陶卫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贝宁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刁鸣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贝宁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乐玉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张汉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廖力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曲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七、免去朱邦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

安道尔公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吕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安道

尔公国特命全权大使。
八、免去李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吴元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特命全权大使。

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是大湄公河次区域
发展新阶段的新目标，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中继续
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常驻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代表黎弘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说。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GMS） 于 1992 年
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涉及流域内 6 个国家：中
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大湄公河
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将于 19 日至 20
日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

上一届领导人会议通过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
合作新十年战略框架 （2012－2022 年），随后的部
长会议和高官会又确定了能源、交通、电力、基础
设施、农业和旅游等重点合作领域及一系列优先合
作项目。黎弘说，优先项目中最重要的就是交通基
础设施投资项目，通过建造南北经济走廊和东西经
济走廊实现互联互通。其次则是促进人文交流的项
目，旨在通过实现技术资质相互认证，培养次区域
的共同体意识。

黎弘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恰好
可与次区域整体战略对接。中国新近推动成立的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将为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带
来新高潮。

黎弘说，本次领导人会议将继续在互联互通等
方面进行评估和探讨。他认为，在实现物理联通的
同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需要继续打破政策
壁垒，通过由企业、商会和行业协会成立的联盟为

贸易往来创造更多便利，解决“联而不通”的问
题。在促进人员往来方面，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
作则需要全面考虑，严防人口贩卖等犯罪行为，构
建一个安全健康的发展环境。

黎弘说，如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经走

进第三个十年，在不断取得成果和进步的同时，次
区域发展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这次领导人会议将对
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校准。

（据新华社曼谷 12月 18日电 记者常天童、
明大军）

域内各国期待提升经济一体化水平域内各国期待提升经济一体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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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GMS） 第五次
领导人会议即将在泰国曼谷召开。泰国学者认
为，GMS 各国多年来经济活跃，影响力与日
俱增，中国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各国
期待促进次区域经贸合作和互联互通，深化域
内各国发展伙伴关系，提升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水平。

泰国法政大学副校长蓬猜说，GMS 成立
20多年来，域内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
就最为显著。连接泰国、老挝、越南等国的东
西走廊项目已基本完成并投入运行，对经济的
拉动效应已经显现。“不过，南北经济走廊还

有待进一步开发，需要各方更多投入”。
泰国国家发展研究院交通与物流政策研究

室主任素美认为，中国与次区域内其他国家有
陆路相连，交通方式更加灵活，与东盟相关合
作机制相比，“中国可以在GMS中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他期待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可以
进一步得到提升。

泰国国家发展行政学院教授李仁良说，中
国在GMS中“发挥了最主要的积极作用”，有力
推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

（据新华社曼谷12月 18日电 记者张春
晓、明大军）

中国将引领大湄公河次区域实现新目标
——访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代表黎弘

据新华社香港12月18日电（记
者苏晓、王小旎）《关于内地在广东
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
协议》18日在港签署，《协议》即日
生效并在2015年3月1日实施。

《协议》是香港特区政府与商务
部在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框架下
签署的新协议，也是内地首份参照
国际标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的方式制定的自由贸易协
议，开放的深度和广度都超出以往
的CEPA措施。

特区政府表示，《协议》引入最
惠待遇条款，表明内地对其他国家
或地区提供优惠待遇，如有优于
CEPA的，也会延伸至香港，保证香
港继续享受内地最优惠的开放措施。

18日签署的《协议》，令粤港率
先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广东
是香港企业的投资重地，《协议》有
助港商在多个服务领域早占先机开
拓广东市场，深化粤港两地服务业
合作，提升两地服务业的竞争力。

《协议》的模式及内容，也为明年内
地全境基本实现与香港服务贸易自
由化的目标树立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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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圣彼得堡俄罗斯芭蕾舞剧院携经典剧目《天鹅湖》登陆南宁剧场，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宁市的观众带来年度经典芭蕾盛宴。 刘 君摄 （新华社发）

壮乡上演芭蕾盛宴壮乡上演芭蕾盛宴

2014年12月19日 星期五 要闻
责编：陈劲松 孙 懿 邮箱：dieryw@sina.com

本报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叶晓楠）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五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
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出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开幕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
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晓峰主持。

农工党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

本报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喻京英） 记者今天从军事医学科学院获
悉，由该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团队自主研发的重组埃博拉疫苗通过国
家、军队联合评审，获得临床批件，并于本月开展人体试验。这是中国
首个、继美国和加拿大之后世界第三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埃博拉疫苗，更
是全球首个2014基因突变型埃博拉疫苗。

我首个埃博拉疫苗进入临床我首个埃博拉疫苗进入临床

广西破获特大跨国贩毒案

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展览共
展出金质作品 8件，银质作品 18件，铜质作品 45件，优秀作品 436件，参展
作品共计516件。作品包括国画、油画、版画、唐卡、农民画、鱼皮画等。

图为观众在观看金质作品——油画《春风》。 本报记者 陈劲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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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崇左电 （庞革平、石
佰华） 广西崇左市边防支队 17 日

对外发布消息称，经过两个多月的缜
密侦查，该支队成功侦破一起特大跨国

贩卖毒品案件，当场搜获海洛因 3.0195 公
斤，抓获境外犯罪嫌疑人2名。
今年 9 月初，该支队获得一条线索：在宁明

边境，一伙境外人员准备贩卖毒品，且数量较大。

11 月 14 日下午，侦
查人员在宁明县沿

边公路戈龙屯的一个山坡上设卡路查时，发现一辆疑
似涉案车辆的面包车迎面驶来。可疑面包车不但没有
减速，反而加速企图冲卡。官兵将阻车钉推向路面，
顿时面包车的前轮被扎破，车辆动弹不得。

两名犯罪嫌疑人抄起砍刀和匕首，企图冲出车辆
往边境线方向逃窜。他们刚刚拉开车门，便撞上了边
防官兵黑洞洞的枪口，边防官兵当场从车上两个编织
袋中搜出海洛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