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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幅被火烧
成两段并分藏两岸的 !富春山居图"剩山
图#和!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经两岸同
胞的努力$终在时隔约 !"#年后于 $%&&年
"月 &日在台北合璧展出%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倾
力构制的旷世名作$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
秋的秀丽景色$笔墨清润$意境简远$布局
疏密有致% 而黄公望也以其在山水画上的
成就$不但当时名列&元四家'之首$且对
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明清山水画界推
崇的宗师%

!富春山居图# 始画于元至正七年
(&!'(年)$完成于至正十年()!*+年)% 到
了明清之际$!富春山居图# 为收藏家吴洪
裕所得% 清顺治七年(&"*%年)$吴氏病危$

弥留之际要将它火焚殉葬% 他的侄儿从火
中抢出$此时长卷已有五尺被烧毁$余下部
分又被烧成两段% 前段长尺许$恰好有一山
一水一丘一壑之景$被命名为!剩山图#*后
段长约两丈$经过精心修复装裱$将董其昌
的题跋从画尾移至画首$ 跋中写明此画系

黄公望为好友无用禅师所作$ 因此后段被
称作!无用师卷#%

!剩山图#长 *&,'厘米$目前收藏在浙
江省博物馆*!无用师卷# 长 "!",-厘米$现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让!富春山居图#合
璧展示$是两岸各界人士多年的心愿%

.%&%年 !月$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中外
记者会上回答台湾记者的提问时$ 深情谈
起了!富春山居图#+&我希望两半幅画什么
时候能合成一整幅画% 画是如此$ 人何以
堪% '由此$!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再次引
起了两岸民众的强烈关注%

浙台文化界在浙江省富阳市签署备忘
录$迈开!富春山居图#合展之路的重要一
步% 根据备忘录$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
博物院于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 &山水合
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

听说!富春山居图#就要合璧展出的消
息后$.%&&年 .月$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
线交流时表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两岸
是同一个血统$是同一个文明$根脉相连%

五千年的历史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只
不过由于战争$"%多年来两岸遭到了分离%

&希望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终有一天

会实现一个更高的愿望$ 就是让一个完整
的-统一的中国的河山得以实现$让一个完
整的!富春山居图#永远合璧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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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
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
人民群众$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
起义和广州起义为标志的数以百
计的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新军阀
的反动统治$勇敢地承担起领导中
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
重任% 作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
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的创建人之一$张太雷的英名
将伴随广州起义永载史册%

张太雷$&/-/年 "月生$ 江苏武进人%

&-.(年$八七会议后$中央派张太雷到广东
工作$ 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委
军委书记- 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南方局
军委委员% &&月到上海中共中央参加制定
广州起义计划$ 下旬回到广州主持武装起

义准备工作% 正当准备工作紧张进
行之时$ 起义消息泄露% 张太雷当
机立断$ 于 &.月 &%日召开省委紧
急会议$ 决定提前一天起义% 经过
几个小时的激战$ 起义军占领广州
绝大部分市区% 在张太雷主持下$

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 张太雷任代
理主席- 人民海陆军委员% 这是党

通过暴动建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

广州起义引起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
当局的极度恐慌$他们联合起来镇压起义%

由于遭到敌人伏击$ 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
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里$壮烈牺牲% &!日$

敌军重占广州$广州起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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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彭加木原名彭
家睦$广东番禺人%新中国成立后$

他怀着一腔热血到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年$

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合科学考
察委员会$ 分赴边疆各地调查资
源$!&岁的彭加木主动放弃去莫
斯科学习的机会$请求赴新疆考察%

&-"'年和 &-(-年彭加木两次到罗布
泊外围做科学考察$发现了大量的钾盐-稀
有金属和重水等贵重资源$ 填补了一些重
大科研领域空白%

&-/%年$制定了详细科考方案的彭加木

带着全部的热情第 !次来到罗布泊%

经过 ./天的艰苦跋涉$"月 *日$科
考队实现了一个壮举+中国人自己组
队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核心地带$打破
了&无人敢与魔鬼之湖挑战'的神话%

正当队员兴高采烈准备回家时$彭加
木却出人意料地提出$利用剩下的 .%

多天$ 再次返回罗布泊深入科考$同
时开辟另外一条穿越罗布泊的道路%

"月 &(日 &.时$驾驶员王万轩打
开汽车车门时$发现了这样一张用铅笔

写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直到下午$彭加
木还没有踪影%次日凌晨$科考队通过电波报告+

"月&(日上午$彭加木只身外出找水$不幸失踪.

从酷暑盛夏到数九隆冬$随后展开的 '

次大规模地毯式搜救均无结果% 人们苦苦
寻找+彭加木$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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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交部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
自 .%&&年 (月 &日启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因公电子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已通过外
交途径向世界各国政府有关部门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公电子护照样本-说
明书-电子证书等说明材料%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公电子护照
前往世界各国和地区有效%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
予以通行便利和必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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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江西瑞金叶坪
村风和日丽$ 村民
们围在村头公告栏
前专注地看着选民
榜$ 查看自己的名
字%过些天$他们将同全国数亿选
民一样$ 投票选出本选区新一届
县乡人大代表$ 行使当家做主的
民主权利%

/%年前$ 就是在这个村$召
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成立
临时中央政府$ 这是中国共产党
为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进行的
重要探索和实践%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
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
任$筚路蓝缕数十载$得出的结
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
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
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
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各族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
牢地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
在自己手里%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
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
在好人碗里头%'这句上世纪 '%

年代流传于延安地区的民谣$

生动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在艰苦
环境下运用&豆选法'进行选举
的场景%

从大革命时期建立&农民协会'和&工
人罢工委员会'$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革
命根据地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从抗
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实行抗日民主政权和
与之相适应的参议会制度$ 到解放战争时
期在解放区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中国
共产党适应革命形势$ 不断探索实行人民
民主的具体形式%

&-'- 年 - 月 .& 日$一个秋高气爽的
晴朗日子$中南海怀仁堂里$毛泽东在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
幕式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 历时 &% 天的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
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

度是民主集中制
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在普选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以前$由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的全体会议执
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职权%

&-*! 年下半年起$ 中国掀
起了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
选举热潮$ 对长期饱受封建专
制压迫- 从未真正行使过选举
权的老百姓来说$ 这是破天荒
的事%

此后近 "%年的大部分时间
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基层
选举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年到
.%&. 年$ 全国县乡两级人大将
进行选举法修改后的首次城乡
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
表$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地区
平等-民族平等% - 亿多选民通
过这次换届选举行使选举权$

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翻
开崭新一页%

*% 多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
放 !% 年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
优越性$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主任委员胡康生如是评价+&我
国各级人大代表通过民主选举
产生00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

少有一名代表$ 这就保障了人民当家做
主$ 动员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

.%&&年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
邦国庄严宣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已经形成% 经过 &/年终于亮相的合同
法-历经 .%年坎坷出台的监督法-经历了 &'

年 /次审议通过的物权法00正是一件件代
表建议$一次次国家权力机关的审议$才有一
部部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实际的法律%法律体
系形成的背后$始终是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
民$始终是忠实守护着人民权益%

社会实践永无止境% 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不断完善将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可靠
的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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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
年% 中央决定$将表彰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
者%其中$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的拟表彰对象已在省区
市和有关部门(系统-单位)进行过公
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和拟追授

人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示%

为充分发扬民主$接受党内外监
督$ 提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公信
力$"! 名人选的有关情况将于 " 月 .

日至 " 日在人民网- 新华网进行公
示% 在此期间$如对公示人选有异议$

可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向中央组织
部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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