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25日，上海、浙
江两地分别通过了《关于修改
〈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及
《关于修改<浙江省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决定》明确，一对夫妻

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对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女方除享
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还可以再
享受生育假60天；夫妻在其子女

年满三周岁之前，双方每年可以
享受育儿假各5天。育儿假期间
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
的工资发给。

上海鼓励用人单位采取有
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
弹性工作措施，支持家庭生育、
养育。根据决定，一对夫妻共同
生育了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
经上海的区或者市病残儿医学
鉴定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
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

按国家有关规定，女职工法
定产假为98天，由此，上海女职
工产假与生育假相加，生育期间
可有158天假期。新修订的条例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
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规定
上海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城乡
社区建设改造中，按照国家和上
海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婴幼儿
活动场所及配套服务设施。

浙江《决定》明确，延长产

假、增设育儿假等。其中规定，
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
础上，生育一孩延长产假60天，
总计158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
产假90天，总计188天。同时规
定在子女3周岁内，夫妻双方每
年各享受10天育儿假。男方享
受15天护理假的规定不变。同
时，为缓解独生子女照护父母的
压力，条例规定独生子女家庭父
母一方年满六十周岁的，独生子
女每年享受5天陪护父母假。

柏杨著书
基于中国人的自省

走进绿植掩映的小楼，白发
苍苍的诗人已在等待。失明多
年，张香华放下了诗歌创作。“不
能触景，何以生情！”面对年迈身
体的改变，她很乐观，“没什么，
接受就好。”她助理提到，最近的
这件事——特别是对民进党的
批评——让朋友们为张香华很
是担心，老人淡然道：“我这个年
纪，怕什么！”

“出版社找来，我第一反应
就是，不行！柏杨那么多作品，
比如《中国人史纲》，他们为什
么只选《丑陋的中国人》？”张香
华说，“这本书是写给了解历史
的成年人看的，初中孩子现在
对历史认识不足，怎么能够理
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柏杨

在台湾被以“共谍”罪名逮捕。
“坐了9年又26天牢，他利用那
段时间静心研究历史，写出了
以《中国人史纲》为代表的三部
书稿。”张香华说，“柏杨那时起
就在思考，我们中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为何近
代之后长期遭受外国欺凌，国
人还互相争斗？”

在这个母题之下，柏杨开出
“丑陋的中国人”的子题。“这当
然是基于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
省，若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就没
有资格说。”张香华认为，柏杨是
希望中国和中国人可以更好。

那么，为何要“封印”这部
著作，并且不允许台湾教科书
摘用？“柏杨生前交代，当中国
大陆文明进步了，就要废除这
本书。”张香华坦言，拒绝教科
书授权，一方面是担心被人用
以“辱华”，同时是因为民进党
当局操弄“去中”“反中”教化，

她不能让柏杨及其作品被曲解
利用。

“蔡英文曾公开说：我是中
国人，我从小读中国书长大
的。现在她当了台湾地区领导
人，怎么说法就变了？她既然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凭什么
用柏杨这本书？”张香华说，“民
进党一步步‘去中国化’，在教
科书问题上，稀释中国史，分割
台湾史和中国史。孩子们搞不
清基本历史问题，就丢给他们
一篇‘丑陋的中国人’，这不是
别有用心吗！”

民进党执政期间，张香华
已多次拒绝教科书出版社的类
似要求。她痛心于台湾年轻一
代某种程度上存在国家民族认
知错乱的问题。

回看柏杨先生“留言”，或有
警示之用：有了历史的记载，我
们短短的人生一世，才不致是一
场没有背景、没有剧本，不知前
因后果的荒唐的独幕剧。

对民族的忧患
有着切身之痛

张 香 华 祖 籍 福 建 龙 岩 ，
1939 年生于香港，6 岁随父亲
来台。柏杨经历过更长的动荡
岁月，1920年出生在河南开封，
1949 年只身来台。“他年轻时，

时局混乱，家里也没什么财产，
到处流浪，对国家、民族的忧患
有着切身之痛。”

饱尝离散苦难的人，有着
更深沉的家国情怀。两岸隔绝
数十载，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
赴大陆探亲前夕，柏杨在香港
见到了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
张香华忙前忙后，安排一大家
子团聚。隔年，柏杨第一次回
到河南老家探亲。“一次朋友来
拍摄，让柏杨唱歌，他不假思索
唱了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
上……’，一边唱一边流泪。”

张香华还谈到当年接触的
大陆作家，“我到萧乾先生家，
房子很小，觉得他的创作环境
挺艰苦。所以，今天看到大陆
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有这么
大成就，我真感动得不得了，心
里好高兴哦！”

说着，老人喜极而泣。“柏
杨说过，希望国家越来越好，不
要回到从前的苦难中。国家进
步了，《丑陋的中国人》就要废
止发行。”她说。

“ 爱 国 是 一 种 美 好 的 天
性！”这些年来，从玉树地震到
今年河南水灾，张香华都第一
时间捐款。去年《中国人史纲》
在大陆再版，她撰文写道：“中
华民族是经得起挫败、可以复
兴的民族。”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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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浙江增设育儿假 女职工生育可休158天

为何要终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先生遗孀张香华谈“封印”事件，称民进党当局“别有用心”

话筒

据新华社电 据白俄罗斯媒体
25日报道，目前伊拉克方面接到
约1000名在白俄罗斯的伊拉克难
民愿意返回的请求。同一天，一批
难民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国际
机场乘飞机返回伊拉克。

据报道，伊拉克方面将于25
日和 26日安排4个航班，从白俄
罗斯接回愿意返回伊拉克的本国
公民。

近期，数以千计难民试图从
白俄罗斯进入波兰、立陶宛等欧
盟国家，最终前往西欧，其中多
数人来自中东。波兰等国强化边
境管控，严防非法入境，导致大
量移民滞留边境。波兰等国指责
白俄罗斯策划这场危机，以此报
复欧盟先前对白俄罗斯施加的制
裁。白方则表示，制裁使白俄罗
斯无法控制移民流入。

利比亚选举委员会 24 日
驳回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
菲次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
菲的总统竞选申请，理由是他
曾经犯罪，不具备参选资格。

赛义夫·伊斯兰14日在南
部城市塞卜哈登记参选总统。
有媒体称这是他近十年来首次
公开露面。他一度被视为卡扎
菲的接班人。

2015 年，利比亚首都的
黎 波 里 一 家 法 院 裁 定 赛 义
夫·伊斯兰犯有战争罪，缺席
判处他死刑。赛义夫·伊斯
兰否认有罪。

今年，大约98人登记竞选
利比亚总统。除赛义夫·伊斯
兰，利比亚选举委员会认定另
外 24 名候选人也不具备参选
资格，包括前总理阿里·扎伊
丹。不过，即便通过选举委员

会“初筛”，一些候选人的竞选
资格仍然遭到质疑。

申请参选人可就选举委员
会决定提起申诉，由利比亚司
法部门作最终裁决。

利比亚东部武装“国民
军”领导人哈利法·哈夫塔尔
16 日宣布竞选总统。他的对
手声称，哈夫塔尔是美国籍，
且在 2019年至 2020年进攻的
黎波里时犯下战争罪，同样没
有参选资格。哈夫塔尔否认上
述指认。

利比亚总统选举定于 12
月 24 日举行，议会选举推迟
到明年 2 月中旬。在德新社
看来，利比亚各派势力围绕
投计票规则和候选人资格争
执不休，选举日期充满不确
定性。

（新华社）

世界卫生组织 24 日说，新
冠疫苗只可将新冠病毒德尔塔
毒株的传播风险降低约 40％，
人们不可以错误地认为接种疫
苗后无需采取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离等防护措施。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许多人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后产
生“虚假的安全感”，误以为无需

再采取其他防疫措施。但是，面
对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毒
株，疫苗在阻断病毒传播方面没
有人们想象得那么有效。

他说：“数据显示，德尔塔毒
株出现前，疫苗能把（新冠病毒）
传播风险降低约 60％。随着德
尔塔的出现，这一数字降至约
40％……我们已经说得够清楚

了：即使你接种了疫苗，请继续
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自己被感染
以及传染其他人。”

法新社 24 日援引世卫组
织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报道，过
去 60 天内上传至国际共享基
因序列资源“流感数据共享全
球倡议”平台的 84.5 万个新冠
病毒样本序列中，99.8％是德
尔塔毒株。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
责人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说，
德尔塔毒株眼下仍在进化，世卫
组织正追踪其传播及变化情况，
研究它“在传染性方面还会有多
大变化”。

世卫组织长期以来强调，目
前的新冠疫苗主要目标旨在降
低新冠重症、住院及死亡风险，
而非降低病毒传播风险。世卫
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
纳坦说，尽管疫苗预防感染德尔
塔毒株的效果没有预防感染其
他毒株那么好，但在预防重症的
有效率方面“大多数情况下仍超
过80％”。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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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只可降低40％
德尔塔毒株传播风险世卫组织

卡扎菲之子参选资格成问题 白俄罗斯：

约1000名难民
愿返回伊拉克

25 日，人们在英国伦敦佩戴口罩出行 新华社发

选举委员称其曾经犯罪，不能参选总统

著名作家柏杨先生 2008 年过世，
遗孀张香华一直守护着丈夫一生的创
作心血及其精神追求。不久前，她断然

拒绝授权台湾的出版社将柏杨著作《丑陋的中国
人》摘选编入教科书，宣布依柏杨生前交代终止发
行该书，并直言批评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教育
和“反中抗中”意识形态。日前，新华社记者专程
前往新竹，对张香华进行了独家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