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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准由国家

旅游局牵头联合各有关部委启动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制定工作，

这标志着我国已正式进入国民旅

游休闲时代，旅游休闲已成为人们

生活的一部分，势将带动整个经济

的发展。

湖南益民商务服务公司与中

国工商银行湖南分行联合举办的

“快乐湖南国民旅游休闲卡” 启动

仪式将于9月2日在通程国际大酒

店盛大举行，该卡具备银行卡全部

金融功能，并可享受湘、粤、港三地

5000余家示范单位和特惠商户提

供的优质服务，涵盖食、住、行、游、

购、娱各个领域。届时，省、各市

（州）的旅游部门相关领导、国民旅

游休闲示范单位嘉宾代表将莅临

现场参加发卡启动仪式。

另据悉， 从即日起至9月1日，

国民旅游休闲卡面向长沙市民征

集首批申领者，并在其中抽取10名

幸运持卡人， 邀请到仪式现场，由

参加活动领导亲自为其发放首批

“快乐湖南国民旅游休闲卡”，同时

获赠价值1000元的幸运礼品。

快乐湖南国民旅游休闲卡办

理地点：

工商银行汇通支行（芙蓉中路

一段615号）

工商银行五一路支行（长沙市

五一大道457号）

工商银行韶山路支行（韶山北

路120号）

工商银行东塘支行（长沙韶山

中路81号）

工商银行岳麓山支行（银盆南

路189号）

工商银行中山路支行（中山路

76号）

本活动解释权归湖南益民公

司所有

“死了都要爱， 不淋漓尽致不

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

白……”这种歇斯底里的“爱情”，

似乎只有现代人才会有。 可是，早

在1000年前的宋代青白江， 也有

这样的“浪漫爱情”！成都市青白江

弥牟镇古墓群的发掘工作，又有惊

人发现———在一个宋代砖室墓里，

一男一女两个骨架紧紧拥抱在一

起！可是，他们为什么会相拥葬在

一起？自愿殉情？家人相逼？这个震

撼场景，令发掘现场所有人浮想联

翩……而在相邻的一座汉墓里出

土的十余块画像砖中，“伏曦女娲

日月图”也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

“当时，我们觉得好奇怪啊，两

具骨架怎么会抱在一起？” 青白江

文管所杨晓明告诉记者，他们在汉

墓群的旁边， 发现了这个长约2米

的宋代砖室墓，墓内两具保存完好

的骨架叠在一起。“两具骨架都呈

仰姿， 从骨架判断应为一男一女，

男的在下面双手环抱着上面的女

性。”队员罗成介绍说，感觉是女的

倒在男的怀抱中。而这个墓里的随

葬品，仅有三个陶罐、一个陶碗和

一个陶碟，显得颇为简单。

对于这种墓葬形式，考古队员

说， 从来没见过。 但对众人猜测的

“自愿殉情”或者“封建家长相逼”的

说法，却表示无法推断，因为当地并

没有留下类似的史实记载和传说故

事，“只能由后人去浪漫猜想了。”

■特约记者 杨方毅 刘晋川

“快乐湖南国民旅游休闲卡”即将启动，千元礼品招募首批幸运持卡人

———全新生活方式 无限精彩体验

经济信息

河南省安阳市市委副书记李

卫民于3个月前离岗出走而神秘

失踪， 知情人称其出走与去年爆

发的三门峡系列腐败案有关。此

前， 李卫民曾担任多年的三门峡

市委组织部长。

从相关部门反馈的信息来

看， 目前李卫民的去向也不甚明

朗。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的安阳市

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其去向说

法不一。 河南省纪委一位负责人

称“会关注”李的出走。

送葬归途神秘消失

安阳市（县级市）政府部门一

位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 李卫民

是在今年5月一次外出后回安阳

的途中神秘消失的。

今年5月19日，原海南省常务

副省长方晓宇的遗体告别仪式在

北京举行，方晓宇1993年至2003

年曾在安阳市工作， 并担任了两

年的安阳市委书记。“当时安阳的

四大班子领导都去参加追悼会

了， 回来的时候， 领导们都分开

了，他（李卫民）路过石家庄，住进

宾馆就再也没回来。”该知情人士

告诉记者。

妻子被控接受调查

该知情人士称， 李卫民失踪

后不久， 李卫民的妻子便被纪委

部门控制并接受调查。 李卫民调

回安阳后， 他的妻子被任命为安

阳市政府编制委员会副主任，但

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就职。

“李卫民失踪后，有的说他已

经到了加拿大避难， 有的说他在

新加坡开餐馆， 还有的说李卫民

已经在长沙被抓了， 但这些都是

传言。”该知情人士说。

24日下午， 李卫民的司机杜

康向记者证实今年5月李卫民回

安阳途中失踪的消息。 至于李卫

民目前在哪里， 杜康称自己地位

太低不知情。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

位安阳市委内部人士向记者证

实， 目前安阳市委专职副书记一

直仍空缺。

去向仍扑朔迷离

安阳市政府一位主要领导称

李卫民是“外出看病了”，但何时

外出以及去哪儿看病， 该领导没

有回答， 表示记者可以与安阳市

委宣传部联系。 而安阳市委宣传

部新闻科负责人对记者称不清楚

李卫民的情况。

安阳市委书记张广智向记者

证实， 李卫民现在确实不在工作

岗位上， 但否认其潜逃。“很具体

的情况，因为他属于省管干部，我

也说不清。”

河南省纪委一位负责人接受

采访时称不清楚李卫民的情况，

河南省纪委办公厅和宣传部门负

责人均称不了解这个情况。

■特约记者 石玉

河南安阳市委一副书记失踪3月

传言称已到加拿大避难，还有人说在长沙被抓，或与三门峡腐败案有关

26日从上海市教委获悉，

今年秋季开学，上海市所有在

沪农民工同住子女均可以免

费接受义务教育。

据统计 ，2008年至 2010

年，上海市在郊区共投入资金

103.79亿元， 建设各类学校

363所， 新增校舍建筑面积

287.8万平方米。同时，上海降

低门槛，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校接收比例， 于2008年9

月简化了农民工同住子女免

费就读的条件，凡能提供父母

的农民身份证明、居住证明或

就业证明的农民工同住子女，

均可在上海免费接受义务教

育。 ■据新华社

上海农民工同住子女

可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在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

之际，深圳的老人将收到一个

礼包：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

获200元到500元不等的现金

补贴。

根据深圳市民政局本月

出台的《深圳市高龄老人津贴

实施方案》，80至99周岁的户

籍老人， 每人每月发放现金

200元；100周岁以上的老人，

每人每月可获500元高龄补

贴。高龄老人津贴以现金形式

发放，定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

发放到以高龄老人姓名开户

的银行账号。

深圳市政府19日通报，为

让广大深圳市民和建设者共

享经济特区发展的成果，将给

全体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市

民发放一张面值100元的电话

储值卡，共1500万张，面值金

额15亿元。 ■据新华社

深圳向每位市民

发放百元电话卡

8月25日21点40分， 河北

万全县政府县长王聪著在宿舍

自缢，经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接到万全县委、县政府报

告后，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就

王聪著同志死亡原因责成公

安等有关部门立即进行调查

取证，并要求万全县委、县政

府认真做好家属安抚等方面

的工作。

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初

步认定王聪著为自缢身亡。据

介绍， 王聪著平时性格内向，

不善与人沟通交流，对各方面

的压力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遇

到困难和问题时容易产生思

想包袱。 近期其岳母去世，加

上工作压力较大，表现出抑郁

症状，可能是导致轻生的主要

原因。王聪著自杀的原因公安

部门正在进行深入调查取证。

■特约记者王翠莲

河北万全县县长

宿舍内自缢身亡

死了都要爱，宋代男女相拥千年

成都市青白江宋墓内发现震撼场景：一对男女骨架紧拥

8月25日凌晨， 广西都安瑶族

自治县大兴乡顺安村加结屯发生

一起特大凶杀案。犯罪嫌疑人梁东

球将妻子梁某家中3人杀害， 另造

成2人重伤，2人轻伤。 案发后3小

时，都安警方将梁东球抓获。

据都安警方介绍，25日凌晨3

时40分，都安县公安局接到报案。5

时10分左右，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后，发现梁某某（女，34岁，系梁某

二姐）及其9岁的儿子和8岁的外甥

女均已死亡，梁某某72岁的父亲和

36岁的堂叔被砍成重伤，另有两位

亲属被砍成轻伤。犯罪嫌疑人梁东

球已经逃往凶案现场的后山不见

踪影。警方很快将加结屯后山所有

通往外地的路口封死。经过长时间

的劝说， 梁东球终于走下山来，民

警和群众立即将他制服。

据警方透露，近段来，犯罪嫌

疑人梁东球与妻子梁某因家庭琐

事发生矛盾，随后，梁某瞒着梁东

球外出打工。梁东球怀疑妻子跑到

都安县大兴乡顺安村加结屯的娘

家躲藏， 就多次到岳父家寻找。梁

东球在争吵中曾威胁要将梁某全

家灭门。

■特约记者 卢冬琳 潘新存

广西发生特大杀人案致3死4伤

警民合力3小时后擒下凶手 行凶或只为报复岳父家人

2009年9月8日，李卫民（前）出席“安阳殷商文化旅游节”。

青白江出土宋代古墓群，墓内男女相拥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