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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麒墓湮没至今未修复”追踪

民政局将启动申报修复程序
修复前提：申报并追认为烈士
本报讯

（记者 宋 磊 实习生 易 思 桐
谢 康 娜）18 日，本报刊发报道《刘家麒墓
湮没至今未修复》，引发社会关注。 昨日，
记者从武汉市民政局优抚处获悉， 该处
已接到局长批示，十分重视此事，将了解
情况，启动修复申报程序。
昨日， 记者致电伏虎山辛亥首义烈
—武汉市文新广
士公墓上级主管部门——
局文管处。 该处一位负责人表示，文管处
只对文物进行管理和保护， 刘家麒墓既
不存在，也未被认定为文物，修复该墓不
在其职能范围； 烈士墓修复工作应该由

市民政局优抚处负责。
记者来到民政局优抚处办公室，该
处调研员钱锋向记者出示了市民政局局
长罗时春 15 日写下的文字批示：“抗日
英烈，民族敬仰；烈士后裔，理应抚恤。 转
优抚处调查详实，启动相关程序，落实褒
扬抚恤政策，告慰英烈。 ”他告诉记者，18
日报道见报后，局里十分重视。 他们将进
行相关工作，推动申报工作的进程，并设
法为其遗属提供抚恤。
刘家麒之墓为何至今未曾修复？ 钱
锋称：因刘家麒未被追认为烈士，而且至

今未收到任何为其申报烈士的申请。“在
民政系统的资料及信息管理系统的烈士
名录中，都查询不到刘家麒的姓名。 ”
他透露， 与刘家麒同时牺牲的郝梦
龄，因其家属提出申请，在 1982 年 10 月
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 因此，郝
梦龄墓得以修复。
“刘家麒墓要修复，首先应申请并为
其取得烈士身份。 ”钱锋称，“追烈”程序
较为复杂。 他引用《烈士褒扬条例》第九
条规定告诉记者：“申报烈士的， 由死者
生前所在工作单位、 死者遗属或者事件

发生地的组织、 公民向死者生前工作单
位所在地、 死者遗属户口所在地或者事
件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供
有关死者牺牲情节的材料， 由收到材料
的县级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后， 提出评定
烈士的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 ”
钱锋表示， 刘家麒外孙女钱拥军可
委托他人起草申请书， 由其按手印确认
生效。
但他同时指出，
“
追烈” 需要提供档案
资料原件，且应尽量丰富、详实。 资料收集
“
追烈”工作最大的困难。
很可能成为

29年前本报刊发
刘家麒抗日事迹

未来专攻版权经营
本报讯

日本著名动画工作室吉卜力将全面中
断动画制作，未来将只进行版权管理工作。 而刚刚
于 19 日在日本上映的《记忆中的玛妮》将成为最后
一部吉卜力动画作品。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19 日在日本上映的动画
电影 《记忆中的玛妮》 的制作方吉卜力方面表示
“
《记忆中的玛妮》 将是吉卜力制作的最后一部动画
电影”。 究其原因，是因为工作室的运营负担日益加
重。 动画电影制作耗资巨大，在从不进行外包作业、
全部工作都由工作室职员完成的情况下， 人工费用
每年达 20 亿日元 （约 1.2 亿人民币）， 每年需要有
100 亿日元（6 亿人民币）的收益才能维持正常运营。
去年由宫崎骏执导的 《起风了》 收益虽达 116
亿日元（约 7 亿人民币），但由于高畑勋作品《辉夜
姬物语》仅获得了 51 亿日元（约 3 亿人民币）收益，
令公司运营负担加重。
吉卜力方面称“去年在宫崎骏宣布退休之后，
便出现了工作室解散一说，工作室创始人之一铃木
敏夫最终作出了决定，今后吉卜力将只进行版权管
理，目前正在寻找合适的消息发布时机”。
吉卜力工作室于 1985 年由导演宫崎骏和同事
高畑勋、铃木敏夫等一起创建，至今诞生了无数动
画名作。 《天空之城》（1986 年）、《龙猫》（1988 年）、
《红猪》（1992 年）、《幽灵公主》（1997 年） 和日本最
卖座电影《千与千寻》等宫崎骏动画经典均出自吉
卜力工作室。

（时光）

湖北大学成立
当代湖北文学研究中心

“如夫人”周继珍曾致函感谢
本报讯

（记者 蒋 太 旭 实习生 汪
峥）29 年前， 本报刊发介绍刘家麒将
军抗日事迹的文章，其“如夫人”周继
珍曾专门致函本报表示感激。 昨日，该
文作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袁继
成向记者提供了这份信函的复印件，
并披露书信背后的故事。
袁继成教授介绍，1985 年 8 月 11
日本报刊登其撰写的《忻口作鬼雄，魂
兮归故乡——
—抗日殉国的刘家骐（麒）
师长》一文，记述了刘家麒率部从贵州
北上抗日，路过武汉留下遗书，及在忻
口战役中殉国、 灵柩运回武汉安葬的
经过。
文章中提到，刘家麒殉国后，其所
在师参谋长王冠等曾向媒体记者回
忆： 刘家麒率部抵达忻口镇之日，即
“晓谕官兵，与阵地存亡”。 他当时写过
一封家书，描述了战斗经过，并表明抗
敌之志：“余决继续奋斗， 期答国家培
育”。
袁教授透露， 刘家麒安葬在武昌
时，蒋介石曾专门写挽联悼念“御侮竟
捐躯，卫国洵为天下重；糜身能扼敌，
裹尸如见九原心”。 据当年的《扫荡报》
报道， 刘家麒和郝梦龄安葬时，“两棺
并置”，墓地上“各覆以砖砌小屋”。
袁继成的文章刊发后的第 2 年 8
月，本报编辑部收到一封署名“刘家骐
（麒）之妻 周继珍”的来信。 在信中，周
继珍对本报刊发此文表示“惊讶”和
“敬佩”。 她说：“党和政府对于一个去
逝五十余年国民党将领如此的重视，
肯定了他的爱国壮志， 鼓舞了后辈的
革命干劲， 体现了炎黄子孙统一祖国
大业的坚贞信念，使我深受感动。 ”
袁继成教授一直从事武汉抗战史
及民国史研究。 他说，近 30 年前，《长
江日报》刊发的这篇纪章，应该是“文
革” 后大陆媒体首次公开发表的纪念
和单独记述刘家麒将军个人抗日事迹
的文章。

吉卜力因财务压力
停止动画制作

本报讯

钟先生拿着父母结婚照片介绍，父母身旁原本分别站着证婚人刘家麒夫妇，
“文革”时害怕惹祸，偷偷将他们的影像从照
片上裁剪下来了，照片中间的小男孩便是刘家麒将军的儿子。
记者彭年 摄

八旬表外甥回忆刘家麒

曾为父母证婚 留下珍贵合影
本报讯

（记者 蒋 太 旭 实习生 汪 峥）
18 日，家住汉口万松园、84 岁的钟先生
（依本人意愿，使用化名）致电本报称：
他的母亲是刘家麒将军夫人严希曜的
表妹；80 多年前，刘家麒将军曾为他父
母证婚，并留下了一张合影老照片。
20 日，记者来到钟先生家中，见到
这张剪过的黑白照片。 钟先生指着老
照片告诉记者， 照片中披婚纱的新娘
是他的母亲， 旁边穿中式马褂者是他
的父亲。 他们前面那位四五岁的小男
孩，正是刘家麒将军的儿子，叫“世佛”
或“四佛”，姓名中间那个字他只记得

读音。
钟先生退休前为教师。“本来在照片
中， 父母身旁分别站着做证婚人的刘家
麒夫妇俩，‘文革’时害怕惹祸，我们偷偷
将他们从照片上剪下来了。 ”钟先生说，
这张照片摄于 1928 年左右，拍摄地点在
武昌显真楼照相馆。
“刘家麒将军个子不高，看起来很结
实，对孩子也很温和。我叫他刘家姨爹。”
钟先生回忆说， 他常到得胜桥刘家去走
亲戚，刘家麒待人很热情。
钟先生的母亲生前告诉他， 其表
哥刘世佛因患先天性心脏病， 于 1937

年 初 、 也 可 能 是 1936 年 底 病 逝 于 武
昌。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刘家麒强
忍失去爱子的悲痛，主动请缨，走上抗
日战场。
钟先生回忆，刘家麒率部北上之时，
为免后顾之忧， 派人用船将家人送回宜
昌避难。船行至宜昌岸边，就传来将军在
前线牺牲的噩耗。严夫人万分悲痛，立刻
原船返汉迎丈夫灵柩。 处理完丈夫的丧
事后，严夫人又返回宜昌居住。
“严夫人身体一直不好，又接连痛失
爱子和夫君。在刘将军阵亡两年后，我的
这位表姨妈也撒手人寰。 ”钟先生说。

（记者 欧阳春艳 实习生 林偲彦）20 日，
当代湖北文学研究中心在湖北大学文学院成立，来
自北京、西安、武汉的 17 位文学评论家受聘成为该
中心的首批研究员，这里将成为我省文学作品研究
的重要基地。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湖北大学就成立了“湖
北作家研究室”、“湖北地方文献研究室”，对湖北文
艺的发展、荆楚文化的传承等命题保持着密切的关
注，并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研究成果，在全国都
有较大的学术反响，被文艺界、学术界誉为湖北文
学研究的中心、地域文学研究的重镇。
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教授说：“区域文
学是当今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我们将通过整合优
势研究资源，纵深把握湖北文学现象，为未来‘文学
鄂军’品质的提升、‘文明湖北’建设的有效推进提
供协同创新研究平台。 ”
作为当代湖北文学研究中心成立的首场重要
活动，我省著名作家刘醒龙新作《蟠虺》研讨会同时
举行。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蟠虺》是一部创新之作、
厚重之作， 小说在题材和写法上都有重大创新，是
刘醒龙文学创作的“华丽转身”、“惊险一跳”；小说
在神秘瑰丽楚文化的渲染、纷繁复杂社会现实的展
现等方面带有明显的寓言性质，重点渲染了当下中
国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和人格操守。 与会专家还由
《蟠虺》延伸开去，对当代长篇小说写作中的“中国
故事”、“中国经验”等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汛期来临

汉口江滩大舞台暂停演出
本报讯

（记者 黄 征 通讯员 张 慧）昨日，记者从
武汉市群众艺术馆获悉， 由于长江流域主汛期将
至，正在汉口江滩大舞台进行的“武汉之夏”文艺演
出将暂停。
据介绍，近期长江汉口段的江水正逐渐接近汉口
江滩的亲水平台，考虑到安全问题，市群艺馆即日起
将暂停江滩大舞台的所有演出活动，同时进行安全检
查和维修保养。 汛期结束后，演出活动继续进行。
近段时间，露天电影将移至江滩沉降广场继续
放映，相关展览和展览地点暂时不变。

《暴君》、《血族》、《传世》……

夏季档美剧最爱重口味
记者赵宇 实习生刘琪

当《冰与火之歌》宣告凛冬将至，斯皮尔伯格登临《穹顶之下》，大卫·芬奇建起
《纸牌屋》，马修·麦康纳和伍迪·哈里森化身《真探》，伊娃·格林、乔什·哈奈特共话
《低俗怪谈》……观众们发现，原来美剧里有好莱坞级别的编导、演员、剧情、画面，
而且题材更广泛，尺度更大胆。 今年夏天，《暴君》、《血族》、《传世》三部大剧打前
锋，用重口味故事为观众降温。

美剧逆袭好莱坞

我能拍你不愿拍的

《传世》

一部部流水线生产的超级英雄大片让
好莱坞尝到了甜头， 漫画题材和续集成了
票房的灵丹妙药，青少年和海外市场则是
大片的最大买方，为了尽可能取悦更多观
众，在更多国家公映，题材和尺度成了好
莱坞电影创作的紧箍咒。 所以白宫又被炸
了，卢浮宫也被淹了；蜘蛛侠刚走，X 战警
来了……即便不去关注国内院线排片情
况， 观众也能猜到每年引进的好莱坞大片
是什么路数， 但没看过原作的观众不可能
预测《冰与火之歌》里谁会下一个领便当。
失望于影院中单一类型的国内观众，

很可能在美剧中找到慰藉，这里有政治，有
庄有谐——
—《纸牌屋》、《副总统》； 有血腥，
可近可远——
—《行尸走肉》、《美国恐怖故
事》；有史诗，且实且虚——
—《冰与火之歌》、
《大西洋帝国》……还有大批没被逮捕的汉
尼拔、潜伏在世界各地的特工、驰骋在荒野
的牛仔和往返于网络与现实的宅男， 无法
浓缩在 90 分钟里的故事，尽可在美剧中一
季接一季地让想象力持续发酵。

夏季档成热馍馍

让观众倒吸一口冷气
去年《穹顶之下》的横空出世，打破了
以往夏季档美剧波澜不惊的格局，据统计，

2014 年自 5 月到 8 月底期间，回归剧和新
剧总数高达 64 部，比往年的 40 部左右高
出了三分之一， 其中新剧为 35 部。 集科
幻、神秘、悬疑、政治元素于一身的《穹顶
之下》，成了吸引夏季观众的一例模版，今
年最受关注的三部大剧——
—《暴君》、《血
族》和《传世》，从制作班底到画面剧情，是
一样的好莱坞大片水准、 不一样的重口
味。
《暴君》由哈利波特系列导演大卫·叶
茨操刀，讲述一个美国家庭被卷入中东国
家暴乱的故事，主人公“巴萨姆”被剧迷认
为是以叙利亚总 统 巴 沙 尔·阿 萨 德 为 原
型，因为两人同样是专业医生，在国外结
婚，回国后被迫掌权或参政。 该剧不仅题
材大胆，更集合了飙车、酷刑、爆炸、裸露、

《暴君》

处决等挑战尺度的情节，“巴萨姆”的心魔
和剧中种种以暴制暴，令观众对《暴君》之
名细思极恐。
哈莉·贝瑞主演的《传世》与吉尔莫·德
尔·托罗执导的 《血族》 同样是消暑佳品。
《传世》中独自完成太空任务的女宇航员意
外怀孕，连监控镜头也没记录下事件真相，
她回到地面后， 身边依然有亡者闪现；《血
族》 里的吸血鬼不再是浪漫多情的苍白帅
哥，而是以寄生虫占领宿主的恐怖生物，一
只就足以感染一架飞机的乘客。 当然，在重
口味画面之外，更重的其实是设定的深意，
前者通过探讨未知生物、人工智能的存在，
重述了影视作品中久违的科幻主题； 后者
以菌株为载体蔓延开来的病毒， 源头是二
战时纳粹留下的棺木中的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