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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采改革先锋
王家福：
一生执着推动
中国法治前行

“严冬时节，高耸入云的九华山早已被冰
雪覆盖，年过半百的他，却不顾山高坡险、气
候寒冷，顶风冒雪，沿着陡峭的山路，顽强地
向上攀登。”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媒体记录下的
著名导演谢晋的行踪。当时，他正为电影《天
云山传奇》精心选景。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人们难忘
谢晋，痛惜他在10年前驾鹤西去；人们难舍
谢晋，因为正是他的执着，用电影镜头一次次
呐喊出百姓积郁于胸的心声。

“助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电影艺术家
——谢晋。”当这段评价在人民大会堂内回
响，中国电影人引以为傲、热泪盈眶，几代观
众百感交集。

从影60多年，执导数十部电影作品，谢
晋一生热爱的电影事业，见证了时代进
步。早期他执导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
军》《舞台姐妹》等。改革开放后，他的艺术
创作巅峰到来了。在这一时期，谢晋作品
带有强烈的济世情怀，高度关注民族苦难
和国家命运。

正如谢晋所言：“我的作品要力图在刻画
民族的悲剧中，给人以反思、警示的作用。”

1979年起，《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
马人》《芙蓉镇》等一批具有反思精神和广泛
影响力的经典电影应运而生。

“特别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
镇》，堪称改革开放三部曲，是呼应拨乱反正，
助推思想解放、直抒民意的经典；谢晋导演用
丰富的电影语言，涤荡每个人的心灵，激发起
一场精神启蒙。”上海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任仲伦说。

《天云山传奇》中被错划成“右派”的罗
群，《牧马人》中融入西北牧民生活的许灵均，
《芙蓉镇》里几经风雨的青年知识分子秦书田
等人物，由谢晋从文学剧本中搬上银幕，真正

“活”了起来。相关作品荣获诸多国内外奖
项，同时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向世界讲述中国
故事的代表作。

破冰方知春水流。在改革开放40周年
之际，在谢晋导演辞世10周年之际，人们缅
怀谢晋、致敬谢晋，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谢晋
电影的难能可贵。 据新华社

理工大学历史建筑群
高校教学建筑
走出代代栋梁

在这两个批次的名录中，还
有一类建筑入围，那就是来自高
校的教学建筑。这一次，成都理
工大学的核工楼、理化楼、综合
楼3处教学楼入选，这些教学楼
不仅建筑风格迥然，更蕴含着来
自栋梁培养与知识开拓的特殊
内涵。

理工大学核工楼建成于1965
年，位于成都理工大学西门中轴
线南侧，由主楼和副楼组成，结构
形式为砖混结构。核工楼为平顶
屋面，现为成都理工大学核技术
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教学楼。理化
楼建成于1957年，是成都市修建
较早的近现代砖混结构建筑，是
较为典型的仿苏式建筑风格，现
为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
学院教学楼。而综合楼则建成于
1959年，同为成都市修建较早的
近现代砖混结构建筑，也是上世
纪五十年代成都市最为流行的仿
苏式建筑，现为成都理工大学能
源学院教学楼。

成都理工大学的历史建筑群，
每一栋建筑都曾在特定的历史时
期，见证了重要的发展与变革。比
如核工楼，就见证了并正在见证我
国核技术的发展。

石桥镇戢家茶铺
旧时商贸重镇
历史建筑集中成片

在新公布的两批次历史建
筑保护名录中，有许多是来自同
一古镇、同一片区的集中成片的
历史建筑。例如第十三批历史
建筑保护名录中的简阳市石桥
镇的戢家茶铺、石桥镇和平街
57—63号民居，就来自同一区域
石桥镇。

“石桥镇自古以来就是商贾云
集的商贸重镇和物流集散地，是著
名的川中四大名镇之一。”成都市
房管局历史建筑保护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说，旧时石桥镇云集了许多
银行、会馆等等。如今历史建筑集
中成片，建筑风格颇具地方特色，
兼容了当地风土民情。

石桥镇戢家茶铺，位于简阳市
石桥镇中山街25号，建于清代。
这里原为戢氏开设的茶铺，来往客
商常在此洽谈业务和休憩。该建
筑为二层穿斗式木结构建筑，小青
瓦悬山式样，现一层为茶铺，二层
用于居住。

该建筑主要由前后两栋独立
单体组成，中间天井有效地组织自
然通风和采光。墙体主要为竹编
泥墙体，原有木镶板被红砖墙体替
代。“这一建筑，就是石桥商贸繁荣
的实物例证”。

成都再公布一批
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峨影厂厂房、理工大学“核工楼”等38处历史建筑入选

1月7日，成都市公布
了第十二批、第十三
批 历 史 建 筑 保 护 名

录。其中，第十二批共有历史
建筑 24 处，第十三批共有历史
建筑 14 处，两批次共计 38 处。
成都市房管局历史建筑保护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 年
到现在成都公布了4批次共63
处历史建筑，不仅速度加快，力
度更大，保护覆盖面也进一步
扩大。截至目前，成都历史建
筑数量已达到156处。

“这两个批次的历史建筑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前述
负责人表示，在这两批历史建
筑的挖掘过程中，不仅扩大了
保护面，将更多代表着不同历
史文化内涵、不同类型的建
（构）筑物囊括其中，还拓展了
保护范围，首次收录了邛崃市
前进镇贞烈牌坊这类特殊形
态的建筑。

峨眉电影制片厂厂房
见证并参与了
新中国电影发展史

提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几乎
无人不晓。作为四川第一个电
影制片厂，这里拍摄了一系列观
众耳熟能详的电影，也培养出一
大批电影明星、优秀演员。这一
次，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厂房作为
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内涵的历
史建筑，入围了成都市第十二批
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峨眉电影制片厂厂房位于
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360号，
建于1966年。厂房由三座摄影
棚组成，是电影制片厂生产工作
的核心区域。

“这里见证了四川电影业的
发展史，也是新中国电影发展的
一个缩影，是成都重要的工业遗
产。”成都市房管局历史建筑保
护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峨眉
电影制片厂筹建于1958年9月，
是四川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也是
当时全国六大电影制作基地之
一。这里先后拍摄了《被爱情
遗忘的角落》《内当家》《红衣少
女》《焦裕禄》《让子弹飞》《观音
山》等优秀影片，培养出了潘
虹、张丰毅、雷汉、孙淳等优秀
演员，在国际、国内获得过50余
次奖项，是当代中国电影的重
要基地之一。

而这里厂房为新中国成立
初期较早使用桁架结构技术的
建筑，也具有较高的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峨眉电影制片厂厂房。

青白江城厢中学大门。

成都理工大学综合楼。

西南民族大学学生公寓2号楼。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坐地
铁时，你是否遇到没带卡、卡里没钱
等尴尬情况？如果要在高峰期去
售票机上买票，用成都人的话说，
脑壳痛！

1月7日，记者从成都天府通公司
了解到，日前，成都地铁扫码过闸功能
已全面上线。简单来说，你只需要下
载天府通APP、完成注册充值，便可以

刷二维码过闸机乘坐地铁了。
7日，成都天府通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8年6月底，地铁闸机改造全面
完成后，成都地铁和天府通随即展开
内测和公测活动。经过内测和公测，
成都地铁各项测试指标平稳正常。天
府通公司号召广大市民尝试新的地
铁、公交出行支付方式，既低碳环保，
又安全可靠。

为避免部分市民因不熟悉二维
码使用规则在闸机口长时间停留，
目前成都大部分地铁站，只开放了
每组闸机的最右侧2台作为扫码闸
机，避免影响使用实体卡乘客快速
通过。

据了解，如果市民使用二维码乘
坐地铁，可以享9折优惠。对于地铁
长距离高频次用户，若当月消费在

200元以上的，在200元至400元的
区间内再享6折优惠。

目前，二维码乘车已支持成都地
铁、成都主城区公交、资阳市公交和龙
泉驿区公交。成都天府通方面表示，
后续还将实现二维码乘坐有轨电车、
市域铁路。

用APP扫码乘地铁，不用排队充
值和买票，快去试试吧！

《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传承巴蜀文
明，发展天府文化，根据《教育部等
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的意见》（教基一〔2016〕8 号）和《四
川省教育厅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川教
〔2017〕114号）要求，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

研学旅行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以立德树人、培养人才为根本目
的，以预防为重、确保安全为基本前
提，让中小学生在研学旅行中感受祖
国大好河山，发扬传统美德，继承革
命传统，传承天府文化，感受改革开
放伟大成就，增强对坚定“四个自信”
的理解与认同。引导中小学生学会
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
做事，促进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
坚定，促进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培养他们成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开发一批育人效果突出的研学旅
行活动课程，建设一批具有天府文化
特色和示范带动作用的研学旅行基

地，开发一批具有天府文化特色的精
品研学旅行线路，建立一套规范管理、
责任清晰、多元筹资、保障安全的研学
旅行工作机制，探索形成中小学生广
泛参与、活动品质持续提升、组织管理
规范有序、基础条件保障有力、安全责
任落实到位、文化氛围健康向上的研
学旅行发展体系。

研学旅行经费筹措机制是怎样的？

一是坚持公益性原则，同等条件
下，优先到公益性基地开展研学旅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全市学生集体参
观实行免票。

二是家长在自愿的前提下支持孩
子参加活动，学校不得从组织学生开
展研学旅行中营利，相关费用可纳入
学校代收费项目。

三是受委托开展研学旅行的企
业或机构必须投保旅行安全相关责
任保险并为参加人员投保意外险。
承担研学旅行组织、接待的相关单位
（企业）、机构要对家庭困难的学生给
予费用减免。

四是各区（市）县要探索建立政
府、学校、社会、家庭共同承担的多元
化经费筹措机制，鼓励通过社会捐
赠、公益性活动等形式支持开展研学
旅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晓蓓）随
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学校教学方式日
益革新，教育的场所也逐渐拓宽到“围
墙外”。1月7日，成都市教育局等11
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今后，研学旅行将纳入中小学
教育教学计划，坚持公益性原则，“不
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收，
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

组织研学旅行活动
要计入教育教学工作量

《指导意见》将“研学旅行”界定为
“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
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
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
教育活动。”通过开发研学旅行活动课
程、建设研学旅行基地、开发精品研学
旅行线路、建立研学旅行工作机制，探
索形成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发展体系。

根据《指导意见》，研学旅行将纳
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各中小学要
根据教育教学计划灵活安排研学旅行
时间，一般安排在小学四到六年级、初
中一到二年级、高中一到二年级。学
校要确定相应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
专门负责研学旅行工作，组织研学旅
行活动要计入教育教学工作量。各区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要充分
利用、挖掘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结合学段特点和地域特色，逐步建立
小学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段
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
情为主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体系，有
条件的地方也可开发国外研学旅行
课程。

开展研学活动之前
要拟定计划并上报备案

针对备受家长关注的学生安全保
障问题，《指导意见》要求各区（市）县
制订科学有效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安
全保障方案；在各校开展研学活动之
前，需要提前拟定活动计划并报上级
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做好行前安全
教育、信息告知等工作。《指导意见》特
别要求学校确认出行师生购买意外
险，且必须投保校方责任险，与家长签
订安全责任书。

在经费筹措方面，《指导意见》要
求中小学研学旅行坚持公益性原则，

“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
收”，同等条件下，学校应优先组织到
公益性基地开展研学旅行。同时，家
长在自愿的前提下支持孩子参加活
动，学校不得从组织学生开展研学旅
行中营利，相关费用可纳入学校代收
费项目，鼓励通过社会捐赠、公益性活
动等形式支持开展研学旅行。值得一
提的是，贫困家庭学生参与研学旅行
活动可减免费用。

热点问答

12月的北京，寒风凛冽。特护病房内，一
位87岁的老人卧病在床，他就是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原所长王家福。

王家福的夫人说，生病住院前，他还念念
不忘建议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
以保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实
施的组织领导。

王家福对“以法兴邦”的追求无比执着。
60多年来，他一次次向中国立法的难点挑战，
一次次为中国法治的进步奔走，在一个个历
史行进的关键节点，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扛
起重担，被誉为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
务院对百名改革先锋进行表彰，其中就有王家
福。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拂动，王家
福便向中央提出了制定中国民法典的研究报
告。国家刚刚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要制定
这样一部法律，需要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更
需要超凡的魄力和勇气。王家福多次坚持主
张民法是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法，
终于，民法起草小组成立。

此后，作为中国民法学界的资深学者和
学术带头人，王家福通过在民法、经济法、商
法领域的大量著述，对我国民商法学科建设
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被誉为“中国法学
界的一面旗帜”。

“‘法治国家’这个涉及国家基本治理模
式理念的提出，是王家福老师以及他所领导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对于国家法治事业
最大的贡献。”王家福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说。

耄耋之年，王家福常常埋首于研究，伏案
至深夜。家人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是新中
国培养的法学工作者，是靠国家的助学金完
成学业的。我们不能看着、等着，应该研究中
国最迫切、最现实的民法问题，向党和人民提
出建议，不断推动国家的法治事业。”

王家福始终难忘，从四川的家乡出发，山
水迢迢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的人生之
幸；更终身铭记，为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必须肩负的职责与使命。 据新华社

谢晋：
用一帧帧电影胶片
唤来“破冰”的春天

成都发布中小学研学旅行指导意见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贫困家庭学生减免费用

好消息！成都地铁全面实现“扫码乘车”

这是2005年12月在北京拍摄的王家福。
新华社发

谢晋生前拍摄影片《鸦片战争》时的工
作照（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