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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部反家暴法通过
精神侵害被纳入家暴范畴

12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该法将于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什么是家暴？如何预防家暴？遇到家暴后
如何处置？在这部将于明年3 月1 日起施行的中
国第一部反家暴法中，
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
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
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均属家庭暴力。
作为中国第一部反家暴法，该法分为六
章，对家庭暴力的范畴、预防、处置、人身安全
保护令和法律责任作出规定。对遭受家庭暴
力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
期妇女以及重病患者，法律则要求给予特殊
保护。
（谭遥 陈翔 钱也 王梓涵）

大陆学生赴台
就读专升本试点将新增 6 省市
为落实两岸领导人会面成果，促进两岸教
育交流，经两岸有关方面协商决定，自 2016 年
起，将新增北京、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和湖北
等 6 省市为陆生赴台就读“专升本”试点省份，
加上已于 2013 年确定试点的广东和福建，至此
试点省份已达到 8 个。专升本招生名额将由目
前的 1000 名增加至 1500 名，大陆 67 所高职院
校的应届毕业生可以报考，具体报考流程将由
两岸对口单位协商后对考生公布。
（教育部网站）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在四川卧龙挂牌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12 月 28 日在四
川卧龙大熊猫基地正式挂牌，该中心首任主任
由中国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陈凤学兼任。
陈凤学在挂牌仪式上表示，该研究中心将
指导和服务全球的大熊猫保护和科研工作，积
极推进大熊猫保护法制建设，划定大熊猫保护
红线，开展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工程建设。
此外，新成立的研究中心还将开展大熊猫
野外生态及种群动态研究；负责大熊猫人工饲
养、繁育、遗传、疾病防控以及圈养大熊猫野化
培训与放归；协助开展大熊猫国内外合作交
流；推动大熊猫文化建设、科普教育和推广等
工作。
（贺劭清 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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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2016 年实施全面二孩
元旦后出生的二孩都合法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将正式实施全面
两孩政策。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 12 月 27 日以 157 票赞成 2 票弃权，表决
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修改决定明确：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这意味着，
明年元旦以后出生的二孩，都是合法的。
决定删除了“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
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的
条款。国家不再专门鼓励晚婚晚育。
决定还明确，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
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
福利待遇。这意味着，无论是生育第一个孩
子，还是第二个孩子，均可以获得延长生育

假。晚育假方面，取消了这个分类名称。国
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
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
伤残死亡的，
按照规定获得扶助。也就是说在
后在生育假方面将只分为基础假和延长奖励 “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前，
只生一个子女的家庭，
假，
而不再分为晚育假等产假种类。
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即使在“全面
什么情形可以再生育？
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
决定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
的，都可以按照规定获得帮助和扶助。
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代孕到底禁不禁？
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
决定还删除了“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
定。各地在修订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这一
的过程中，将就再生育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 拟新增的规定。但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
“失独”
还有没有扶助？
春生表示，我们会继续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加
根据决定，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
强对这个领域的管理，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
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 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
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
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
（韩利）

“普京味”
香水俄罗斯开卖
香气温柔又坚定

外媒称，如果你的男人在今年圣诞节期间
散发出黑基木和冷杉果的气味，他有可能是喷
了一种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敬的新香水。
“领导人一号”是一种从普京身上获得灵
感的香水，该香水于 12 月 24 日起在莫斯科上
市销售，这对于在新年前夕挑选礼物的俄罗斯
人来说，实在是适逢其时。报道称，100 毫升装
的 这 款 香 水 售 价 6000 卢 布（约 合 550 元 人 民

币），其黑色流线型的香水瓶上印有俄罗斯总
统 的 侧 面 头 像 以 及 英 文“ 灵 感 来 自 弗 拉 迪 米
尔·普京”的字样。
推出这款香水的香水商是出生于白俄罗斯
的弗拉迪斯拉夫·列库诺夫。他说：
“ 这是一种
温暖的香型，一种有质感的香型。它温柔，但同
时也非常坚定。
”
报道称，
这款香水在莫斯科的 GUM 百货商店
销售，
也可以在网上订购。专柜的销售人员称，
已
经有了来自德国和中国的订单。销售人员还希望
送一瓶给普京本人。2000 瓶限量版香水制作完毕
后，
香水制作商希望随后同款的女士版香水也将
能新年期间推出。香水销售收入的一部分将捐出
用于帮助残疾儿童。
（综合）

中国春节活动纳入
西班牙马德里市政府财政预算
据西班牙《欧华报》日前报道，中国农历新
年庆祝活动将首次被纳入西班牙马德里市政
府财政预算中。2016 年 2 月的中国农历新年将
获得 15 万欧元的市政府财政预算支持。
据马德里市政府议会消息，今年中国农历
春节期间的庆祝游行活动已经确定，彩车游行、
中国传统腰鼓队表演等将悉数登场。上一届马
德里市政府就曾对中国春节庆祝活动提供了大
力支持，
本届政府将继续保持这一政策。
马德里市政府在 2016 年财政预算审批过程
中表示，
2016 年马德里市政府总社会开支将达到
6.4 亿欧元，
较 2015 年增长 24%。用于社会活动
的财政预算也相应增加，
以实现预算的公平与公
正。为中国传统节庆活动提供更多支持，
同时也
是为首都马德里的旅游业创造更多机会。
（飞飞）

我国最长湖底隧道在武汉建成通车
全长 10
10..6 公里
经过3 年多紧张施工，
我国最长的湖底隧道武
汉东湖隧道12 月28 日正式通车。全长10.6 公里、
双向 6 车道的东湖隧道，
克服多项技术难题，
通车
后将大幅提升武汉城区路网交通便利度。
东湖是我国最大的城中湖，湖面面积 32.5
平方公里。东湖隧道横贯武汉市东湖风景名胜
区，其中湖底隧道长近 5 公里。工程项目采取

BT 模式建设，
总概算投资 81 亿元。
据介绍，东湖隧道建设具有工程量巨大、环
保要求高、施工挑战大等特点。整个工程土方
量约 600 万立方米，最深处离湖底 16 米，离湖面
20 多米，湖底大量淤泥需要处理；项目地处风景
区，因此在湖北省内首次引入环境监理，定期报
告湖水检测结果。
（李劲峰 冯国栋）

人人共享中国梦
□张运祥

印度猴子趁司机午睡
偷开巴士致车祸
近日，印度有只淘气的猴子趁巴士司机午
睡，竟自行坐上驾驶座开车，却撞上停在一旁
的两辆巴士，几乎
“车毁猴亡”
。
据报道，当时，印度北部有辆巴士司机午
睡时，将巴士停靠在车站，谁料一只猴子趁机
爬上驾驶座，并开启引擎。司机醒来后马上冲
向驾驶座，虽然抢回巴士控制权，但无奈巴士
已撞上停靠在附近的两辆巴士，猴子也趁机跳
出巴士。
巴士公司发言人表示，附近猴群已多次在
车站捣乱，包括拨弄正在维修的巴士、弄坏监控
录像。即使 3 年前已向当局报告并赶走它们，但
猴群后来却折返，令他们束手无策。 （中新）

近日晚间，
观赏了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
“共
筑中国梦歌曲演唱会”
，
让我兴奋，
催我奋进，
促我逐梦，
并且努力实现梦。
“共筑中国梦歌曲演唱会”
的主持人向全
国人民直言，
现在中国人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人人都要敢于做梦，
勇于追逐梦，
更要努力实现梦”
。这是何等振
奋人心的声音，
何等震耳欲聋的呐喊，
何等最
强音的动员令！
三年前的 11 月 2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
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
首次提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三年来，
他所深情阐释
的
“中国梦”
，
凝聚起了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奋进、
一往无前的磅礴力量，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
全面深化改
革大潮正起，
全面依法治国顺利开展，
全面从
严治党不断深化。神州大地活力迸发，
砥砺人
心的
“中国梦”
正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三年来，
十三亿中国人在党中央正确领导
下，
人人都有一个梦，
人人都在做着梦，
人人都
在参与梦，
人人都在追逐梦。
“中国梦”
正在以
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动人心魄的感染力，
像醇
香的甘露洒在祖国的大地上、
亿万人民的心坎
里，
全国人民正在尽情地吮吸着中国梦带来的
甜蜜乳汁，
尽情享受着中国梦带给人民的无限
福祉。
三年来，
伟大的中国梦不仅恩泽着十三亿
国人，
更让世界人民前来搭上经济快速发展的
列车。中国梦是和平发展之梦，
是合作共赢之
梦，
不仅造福中国，
更是造福世界。中国用改
革开放30 多年的坚定步伐，
大大超越了西方国
家用了近 200 年的发展之路，
中国的经济增长
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 30%，
稳稳坐上了世界经
济的第二把交椅。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本身
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曾记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日本磁悬浮
新干线列车，
德国的高铁技术，
真真让国人艳

声音
“亚投行不设国别限制，任何国
籍的人均可申请竞聘亚投行专业职
位；亚投行没有铁饭碗，对所有岗位
实行合同制（含 1 年试用期），达标
者可以续聘。”
“ 银行将对腐败采取
零容忍态度。
”
12 月 25 日，随着《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协定》达到生效条件，由中
国倡议筹建、得到众多国家积极响应
的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世界舞台迎
来一个新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
候任行长金立群针对什么样的员工
能胜任亚投行工作，提出三个基本条
件：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品行端正，
清正廉洁；要有高水平的专业能力
和良好的业绩；要有敬业精神，对开
发事业充满热情，忠于亚投行。
晚婚属婚姻法范畴，婚姻法第
六条规定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因此
目前还不存在取消晚婚假问题。
计生法修正案中删除了关于晚
婚晚育奖励的规定，改为合法生育
的夫妻可获延长生育假或其他福
利。这意味着晚婚假取消？对此疑
问，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李明舜这样说。
“亲爱的圣诞老人，我不明白
‘伊斯兰国’
（IS）到底是什么，但是
我知道他们是坏人，老师告诉我们
他们想让全世界的人伤心，让这个
世界没有游戏也没有音乐。你为什
么不去和他们谈谈呢？我想他们会
改变主意变成好人的……但是你要
注意安全，
不要一个人去。
”
据外媒日前报道，在这个到处
充斥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消息的
时代，今年许多意大利的小朋友们
写给圣诞老人的愿望信里，纷纷透
露出了他们的恐惧与期望，恐怖主
义成了孩子们的心结。以上是 7 岁
Lucia 的愿望。

羡不已。而今天，
我们的高铁技术在超过了日
本和德国的同时，
已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在不
久的将来，
中国的高铁将风驰电掣般地驰骋在
地球村的每个角落。中国1.7 万公里的高铁线
路 ，
已经占据了世界高铁总长的一半以上。
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中国的
高铁必将越来越快、越来越长！
中国梦编织出世界经济发展的
“一带一路”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丝路基金、
新兴国家
投资银行、
人民币的国际化，
已经被世界各国
广泛认可，
心甘情愿参与，
真心实意加入。因
为谁都不愿错过搭上中国这趟高速发展列车
的机遇，
谁都愿意和中国人民共筑经济发展的
伟大梦想。
中国梦也是世界的梦，
中国梦是伟大复兴
的梦。虽然不知要经过多少风雨，
多少磨难，
但只要矢志不渝真心追逐，
坚定信念敢于拥抱，
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定能梦想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