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参加演讲比赛的小学生，演
讲时努力背稿，表情机械做作；有些
中学生演讲时，内容畸形早熟，模仿
成年人腔调， 与年龄明显不符……
12月6日至7日， 湖南省首届演讲理

论与实践研讨会在蓝山县举行，王
林、蔡颂、刘黎、董国生等40多位知名专
家与会。 不少专家在发言时批评了目
前青少年演讲比赛中常见的误区，提
出在青少年中倡导有生命力的演讲。

湖南省政府顾问、湖南省演讲与
口才学会会长王林教授等专家在发
言时指出，演讲不同于演艺人员的艺
术表演，绝不可以“为表演而表演”。

■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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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主刑辅”与依法治国
在治国理政中， 法为护德服

务，德为法治筑基，德魂法形，二者
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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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绿色”的创新没有生命
不管创新的口号如何时髦，

只要回避绿色问题， 任何创新都
是脱离现实的。 中国的基本国情
和21世纪的世情都决定了， 中国
的未来发展面临着生态创新或绿
色创新的最严重挑战。

【扫我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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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主题公园要掀起自己的“造梦运动”
中国社科院有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投资5000万元以上
的主题公园达到300多家，但
其中盈利的仅有10%。 大部分
国内主题公园依旧停留在低
层次的游乐园阶段，它们拥有
的游乐项目雷同，衍生产品不
足， 只能在同质化竞争中厮
杀。明年，上海迪士尼乐园将
开张，本土主题公园将面临更
严峻的挑战。

迪士尼、环球影城这类主
题公园，诞生于好莱坞电影生

产线。它们把银幕中不可触及
的“梦”搬到了现实中。迪士尼
和环球影城之所以在主题公
园领域，能够竖立起标杆的位
置，是因为它们契合了上世纪
60年代以来大众在好莱坞文
化的培养下形成的共同“梦
境”。有了这样的情感共鸣，一
代代人才会不断涌进好莱坞
巨头营造的幻境中。 与此相
比，中国本土主题公园缺乏的
就是这种“造梦”的能力。

当然，仔细比较，中国人

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中国“造
梦运动” 的历史其实很悠远。
不用举太遥远的例子，乾隆皇
帝兴建颐和园就是一场皇家
“造梦运动”。乾隆将苏州园林
和杭州西湖等江南经典景观
搬入北方的皇室园囿，无非就
是想营造出“活在江南”的“意
境”。而且，这种“造梦”工程在
古代中国并不是皇家的专利。

艺术史学家高居翰曾提
过，日本园林是远在彼岸的禅
境，中国园林则是“此间的乐

园”。 本土主题公园的设计和
发展正映此意。所以，我们只
需好好挖掘祖宗留下的资源，
而不是只浅薄地在名牌和包
装上挂着传统的外衣，就能构
建出当代的“此间的乐园”。如
此，中国本土的主题公园也必
将掀起自己的“造梦运动”。

解密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试图打

通两条通路： 一是铁路总公司让
渡一部分市场前景较好的铁路线
路，如煤运通道，让社会资金直接
投资；二是设立铁路发展基金，成
为吸引社会资金的平台。

︽
财
经
︾

《南都周刊》2014年第25期

专访龙应台

每位国民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
Q：能否聊一聊你对文化

与政策的想法？
A： 不深究的人会以为所

谓文化政策就是唱歌跳舞，其
实不那么简单。文化部门首要
的负责对象是国民， 我们以
“泥土化”称之，因为国民的双
脚都是站在泥土上的。文化政
策是为了开花结果，而前提是
要养出一方沃土， 有了沃土
后， 民间的创意就像种子一
样，会自己落进土里，土好，自
己就会生长。

Q：以致于你大张旗鼓推
动国民记忆库？

A： 国民记忆库其实就是
“泥土化”具体落实的一项。

我认为，台湾的历史叙述
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家熟悉
的， 也就是历史等于国史、党
史和伟人史，性质上大都是政
治、军事的。第二阶段试图脱
离国史和党史的单一界定，地
方史或村史或街史人人在写，
满地开花。

国民记忆库则是第三阶
段，鼓励以国民、以庶民个人
为单位做口述。 卖菜的妇人、
下海捞海菜蚌壳为生的海女、
至今保留文面的原住民老妇、
打过内战住在老人院的老兵、
上世纪50年代的车掌小姐等等，
没有所谓“重要性”，却都是主角。
国民记忆库把每个国民的重要
等量齐观，市场卖肉的小贩和日
理万机的总统一样重要。

Q：国民记忆库对社会能

发挥什么作用呢？
A： 国民记忆的发掘、共

享，让这个社会发现———原来
我对身边的人这么不认识，存
在这么多的误解， 而漠视、敌
视、仇视多半来自不认识与误
解，这种“自我大发现”够深的
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凝聚和团
结， 然后汇流成进步的力量。
真实的凝聚和团结一定得来
自发自内心的认识，不可能长
久地来自单向塑造。

Q：你觉得中国大陆也该
推动国民记忆库吗？

A：国民记忆库推出以后，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都有人特
别组团来看我们怎么做。我相
信国民记忆库是中国大陆最
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大陆

历史的断裂和共同记忆的碎
片化比台湾严重多了。如果把
时间当一条线来看的话，大陆
的近代当代历史有很多痛苦
的断裂。

当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异
军突起，在军事上让国际侧目
的时候， 人们是否应该更加看
重记忆的传承、文明的累积？政
治、军事、经济的突飞猛进如果
是一只冲向天空的风筝， 那么
绵延的记忆、文明的力量，就是
那条抓在手心里的线。

【扫我看全文】

打造创业典型
———岳塘区努力做好优抚安置工作

今年以来， 湘潭市岳塘
区民政部门以争创省级双拥
模范城“五连胜”和全国双拥
模范城“三连冠”为契机，积
极开展“双带双促”、优抚安
置工作， 努力扶持优抚安置
对象积极创业， 并以创业带
就业、靠创业致富为目标，新
建了两个“双带双促” 示范
点， 在优抚对象中起到了模
范带头作用， 有效提高了全
区双拥工作水平。

一如既往，今年，该区严
格按标准及时足额发放了
“三属”、 在乡老复员军人、带
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
以及农村60周岁以上退役士
兵等人员的抚恤补助， 切实
保障了广大优抚对象的合法
权益。

同时，根据新的《退役士
兵安置条例》，今年，岳塘区
民政部门妥善安置了2012年
退伍士兵15人， 并组织16名
城乡退役士兵参加了职业技
能培训， 为10名优抚对象申

请了公益性岗位。湘潭世平保
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方世
平是退伍军人成功创业的典
型。在岳塘区民政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 这家成立于2012年
的公司目前拥有员工300余
人， 其中绝大部分为复原、退
伍军人。现在该公司既是湘潭
市民政局、湘潭军分区及有关
部门的就业安置基地，也是岳
塘区的“双带双促”示范点。

为了做好优抚维稳工作，
“春节”、“八一”期间，结合社
会救助阳光行动，岳塘区四大
家领导对全区驻军、优抚对象
以及“三属”进行走访慰问，今
年共慰问了1300多人， 慰问
金额达30万余元。与此同时，
区民政局班子成员实行“分片
联点、责任包干”工作机制，及
时积极主动为重点优抚对象
和军队退役人员排忧解难，全
年无一例优抚对象赴省、进京
非正常上访事件发生。

■王富强 谭心

群工站助力美丽乡村
由浏阳市环保局、永安镇党委政

府共建的工作平台水山村群工站，自
开展工作一年以来，切实帮助群众解
决许多实际困难，实施了一系列的民
生创新服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
点赞。 比如解决养老保险等问题达
189项 ，代办国土手续25项，调解矛
盾纠纷38起，相关问题2项。同时开展
了绿化、 亮化及安全饮水等工作。村
级主干道上全部装上了节能环保的

太阳能路灯，完成了村级主要干道的
美化、亮化工程。据该站古红兰站长
介绍， 太阳能路灯既环保又节省能
源，照明效果也非常明显。安全饮水
工程已进入公开招标程序。这一切深
受大家欢迎。 在规范管理方式方面，
开展了日常管理制度规范和入户走
访制度规范，细化到分片到组到户网
格化联系群众，入户走访，倾听民情，
增加群众知晓度和满意度；实施代理

服务制度规范，坚持“谁代理、谁负
责”的原则。冬修水利已完成大排水
圳14条，23.6公里，400厘米以上1米
以下水圳86公里；4口水塘全部清淤，
争取5支渠220万元资金、4方圳20万
元资金、4支渠15万元修成标准化渠
坝。像以上群工站所做的事迹不胜枚
举，通过全站同志的辛勤努力，该站
工作首战告捷。

■罗耀玲 郑景芳

专家论道青少年演讲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