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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故宮博物院27日起在位於烏
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舉行 「清代新疆文物珍
藏展」 ，展期持續三個月。展覽以清朝對新
疆的治理為主題，將展出134件清代珍貴文
物，其中近半為國家一級文物，包括深藏故
宮200餘年後首次回疆 「省親」 的渥巴錫腰
刀。

京小學39年續寫雷鋒日記

簡訊

據中新社消息，本次展覽由五部分組成，清朝統
一新疆天山南北、伊犁將軍府的設置、蒙古族土爾扈
特部回歸祖國、鞏固統一穩定邊疆、新疆建省與社會
發展。特別是 「伊犁將軍府的設置」與 「土爾扈特部
回歸祖國」兩部分，文物精品異彩紛呈，展示出新疆
歷史上兩件劃時代的大事，成為此次展覽的重點和亮
點。

渥巴錫腰刀回疆 「省親」
新疆博物館表示，此次展覽圍繞清朝對新疆的治

理展開，匯集了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新疆檔案
館及新疆博物館四家單位134件（套）清代珍貴文物
，其中國家一級文物超半數。在102件（套）故宮展
品中，大多數文物都是首次走出故宮與民眾見面。

記者在展覽現場看到，展品中有多張戰圖：《道
光平定回疆戰圖八．生擒張格爾》、《乾隆西域戰圖
十一．阿爾楚爾之戰》、《乾隆西域戰圖八．呼爾滿
大捷》、《道光平定回疆戰圖三．洋阿爾巴特之戰》
、《渥巴錫像》等。珍貴文物實物則有玉刻花柄漆鞘
匕首、渥巴錫腰刀、乾隆帝的御用甲冑、銅鍍金鏤花
紋厄魯特式馬鞍、土爾扈特貝子沙拉扣肯進鐵盔等。

特別是渥巴錫腰刀是在故宮深藏200多年後，東
歸英雄渥巴錫的祖傳腰刀首次回新疆 「省親」，與新
疆民眾見面。清朝三位治疆功臣林則徐、左宗棠、曾
紀澤的畫像也出現在展覽中。

此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德國柏林民族博物館
、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館、法國集美博物
館、台北故宮博物院、天津博物館等多家博物館為是

次展覽提供了部分珍貴文物的照片。

為珍品「護駕」做足工夫
另據新疆網消息，為了迎接這些遠道而來的珍貴

文物，負責此次展品包裝運送的有關人員也做足了工
夫，用參與此次文物包裝及運送的技師李延凱的話來
說， 「即使箱子翻個跟頭，也要保證文物不破損。」

據李延凱介紹，文物的包裝至少有五層，最內層用
沒黏附性的軟紙包着文物，接着把文物收藏在根據文
物形態切割出的大小相當的海綿製囊匣，外面再分別
包裹兩層中硬度和高硬度海綿，最後才放進木箱內。

包裝的材質也會根據文物特性作出相應選擇。李
延凱說，除用特製木箱和保護棉外，像古書畫這類植
物纖維性高的文物，由於對濕度極為敏感，需要用特
製防潮板組成的運送箱。

據負責此次文物包裝運送的貨運公司總經理吳燕
芬介紹，為了保證文物的安全，在運送過程中，技師
們並不會被告知文物的等級、名稱和價值。

另外，據新疆博物館保衛科相關負責人介紹，針
對此次展覽，該館投入近180萬元，提升展廳安防、
消防設施性能，引進高科技手段，以便將展館內每一
個角落盡收 「眼」底。

故宮珍藏赴疆展
重現清朝治疆史

【本報訊】據中新社消息：全國雙擁模範城
（縣）命名暨雙擁模範單位和個人表彰大會 27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會見了全體與會代
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
主席習近平參加會見並出席大會。溫家寶在會上
強調，要通過完善和實施安置政策，讓退役軍人
更有尊嚴、生活得更加體面，增強所有軍人的榮
譽感。

溫家寶指出，做好雙擁工作要加大支持國防
和軍隊建設力度。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推
進軍地在經濟、科技、教育、人才等領域深度融
合，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實現富國和強軍
的統一。

建城鄉一體安置制度
溫家寶強調，要切實做好退役軍人安置工作

。強化政府調控職能，建立多種方式結合、城鄉

一體的退役軍人安置制度。完善大學生士兵退役
後報考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優惠政策。實行退役
軍人免費職業技能培訓。對願意就讀職業學校的
可免試入學，家庭經濟困難的適當減免學費。政
府購買服務的公益性崗位，優先安置就業困難的
退役軍人。要通過完善和實施安置政策，讓退役
軍人更有尊嚴、生活得更加體面，增強所有軍人
的榮譽感。

溫家寶說，要穩步提高優待撫恤保障水平。
按照 「普惠」加 「優待」的原則，將優撫對象優
先納入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在此基礎上再
享受撫恤優待政策。

溫家寶指出，要充分發揮軍隊在支援經濟社
會建設中的優勢和積極作用。模範踐行全心全意
為人民服務的光榮傳統，大力弘揚擁政愛民的光
榮傳統，積極參加和支援國家經濟社會建設事業
，開展扶貧幫困、助學興教，參加搶險救災和維
護社會治安，深入開展軍民共建活動，促進社會
和諧穩定。

■中國研製暗物質探測衛星
【本報訊】中國媒體27日報道，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

文台表示，為了追尋暗物質的蹤跡，紫金山天文台相關科研
團隊與中國國內同行合作正在加緊研製 「暗物質粒子探測衛
星」。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常進介紹，宇宙中最重要的成分是
暗物質和暗能量，暗物質佔宇宙25%，暗能量佔70%，通常
所觀測到的普通物質只佔宇宙質量5%。

中國正在研製的 「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目前初現雛形
。它重約1.4噸，渾身布滿線頭，裡面裝了許多科學儀器。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一塊探測板，進行空間探測時它將把
海量數據發送回研究人員的電腦中。 （中通社）

■瓊昌江核電站擬後年發電
【本報訊】海南副省長李秀領27日在第六次全省環境

保護大會上透露，昌江核電站計劃在 2014 年 8 月首次裝料
發電。

海南昌江核電工程 1 號機組 2010 年 4 月 25 日正式開工
建設；2011 年12 月28 日，1號機組核島穹頂吊裝成功，土
建施工階段全部結束，轉入全面安裝階段。

「日本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對我們是一個警示。」
李秀領強調，各市縣、各部門要認真落實省政府《關於加強
核與輻射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見》，高度重視核與輻射的安全
管理工作，切實推進海南省核與輻射安全監督、監測以及核
應急能力建設工作。

昌江核電項目廠址位於海南昌江縣海尾鎮塘興村，以秦
山核電二期工程為參考電站，可容納建設4台大型核電機組
，工程總投資約190億元人民幣。 （中新社）

■武漢高樓不甘居二欲拔高
【本報訊】上海綠地集團武漢公司27日證實，該集團

正對在建的中國第二、全球第三高樓──606米武漢綠地中
心拔高方案進行研究論證。如果論證通過，武漢綠地中心將
可能超越632米的上海中心，成為中國第一高樓。

武漢綠地中心大樓原計劃地上119層，地下6層，預計
5年內建成。據初步匡算，大樓靜態投資約為50億元。

針對有人擔心高樓建設資金問題，綠地集團武漢公司有
關負責人表示，集團做好了風險控制，對整個項目進行分段
開發，並為該項目預留了兩年的開發資金。 （新華社）

【本報訊】據現代快報 27 日消息， 「砸
中牛頓的蘋果也將有可能砸中南大學生」。隨
着南京大學校慶110周年的臨近，各種校慶活
動相繼啟動。昨天，有網友爆料稱，南大將在
校慶前夕移植牛頓故鄉林肯郡的蘋果樹枝。對
此，南大校慶辦回應，此事目前正在聯絡中，
若進展順利， 「牛頓蘋果樹」將於一個月後現
身南大仙林圖書館附近。

昨天，網友 「bod教授」一條 「砸中牛頓
的蘋果也將有可能砸中南大學生」的微博引發
網友圍觀。

記者隨後與南京大學校慶辦取得聯繫，
「南大全英校友會正在聯絡此事，估計今年3

月底4月初可能會引進來。」南大110周年校
慶辦主任龔躍表示，校方準備把樹苗種在仙林
校區圖書館附近，以此鼓勵學生 「將知識轉化
為智慧，將智慧轉化為創造力。」

校友捐贈賀110周年校慶
龔躍表示，仙林校區圖書館附近有很多樹

木，不同的樹木也有不同的寓意，綠樹環繞的
環境將營造一種濃厚的人文氣息，而移植來自
牛頓故鄉的蘋果樹苗，也將體現對科學和人文
精神的尊重。

據悉，捐贈的蘋果樹枝條，是由英國的南
大校友從負責託管牛頓老家的英國國民託管組
織獲得，並打算在母校110周年校慶之際，送
給學校作為禮物。

據校友會工作人員透露，此次該校友之所以能獲得牛頓
蘋果樹樹枝，除了給予英國國民託管組織一定捐贈外，南大
與牛頓母校劍橋大學此前的多次合作，也是能獲得牛頓蘋果
樹枝因素之一。

在南大之前，天津大學曾於 2007 年到沃爾斯索普莊園
，剪下 「牛頓蘋果樹」的枝條帶回國內嫁接；而今年1月，
李嘉誠轉贈給汕頭大學一株 「牛頓蘋果樹」，使汕大成為內
地第二間擁有牛頓蘋果樹的高校。

據說，牛頓是因為看見蘋果掉落，才發現了萬有引力定
律。牛頓死後不久，該莊園就被人買下。這顆蘋果樹歷經風
雨，仍然生長在牛頓的老家、英國林肯郡的沃爾斯索普莊園。

▲本次展覽中的玉雕展品──《青玉泛舟圖山子》 中新社

溫家寶：讓退役軍人更有尊嚴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二十七日電】 「為人
民服務的楷模」雷鋒逝世 50 周年之際，內地掀起新
一輪 「雷鋒熱」。中宣部今日舉行 「踐行雷鋒精神」
新聞發布會稱，雷鋒精神的第一位是對黨、對國家、
對社會主義的熱愛。在北京的雷鋒小學，39 年來師
生們以續寫雷鋒日記的行動，為 「踐行雷鋒精神」做
出平凡而真切的詮釋。 「學雷鋒就是學做人」，該校
德育老師孟薇表示，這就是雷鋒精神的實質。

1973 年，在 「向雷鋒同志學習」發表十周年之
際，原本叫做黃寺小學的師生們決定寫信給雷鋒班請
教如何學習雷鋒精神，戰士班寄來的回信把雷鋒叔叔
也請回了學校。從此，黃寺小學開始定期交流學雷鋒
的經驗，並於1990年更名為北京雷鋒小學。

點滴小事記錄成長
現在，雷鋒小學每周仍有半個課時專門用來學習

校本教材《雷鋒精神代代相傳》，在每周一升旗儀式
後宣讀續寫的雷鋒日記也成為學校的固定儀式。當被
問及雷鋒是個什麼樣的人時，這裡的小學生都能不
假思索地回答， 「愛黨、愛祖國、對人誠懇、熱愛
學習」。

儘管同學們口中的雷鋒似乎無異於 39 年前那位
模範，但今天的雷鋒小學並不僅倡導單純模仿雷鋒的
行為。曾就讀於雷鋒小學，現在母校擔任德育老師的
孟薇告訴記者，我們不再僅提倡學生們走出校園去敬
老院、去社區服務，而是讓學生們從身邊的小事做起
。 「續寫雷鋒日記」或為一例。

雷鋒小學的學生從一年級入學起就會通過續寫雷
鋒日記來記錄印象深刻的小事。記者看到，九歲的卿
澤薇在日記中記錄課餘時間幫助同學補習數學；而五

年級的張芷睿則記錄因看見除夕晚上還在寒風中獨自
賣麥芽糖的老爺爺，而 「傾囊相助」─把自己僅有
的20元零花錢全部買了麥芽糖。

卿澤薇的媽媽周彬曾擔心，學雷鋒佔用太多學習
時間，但看到女兒主動收拾房間、幫助同學學習，並
將這種 「成長」記錄成文，周彬感到欣喜， 「我覺得
這就是雷鋒精神！」

「雷鋒」 名聲吸引家長報讀
除了每周續寫雷鋒日記，學生們還以班級為單位

每學期給雷鋒班的戰士們寫一封信，這也是學校延續
了三十多年的傳統。在道德模範的標籤之外，雷鋒更

像是人類美好情操的匯聚點。通過潛移默化的言傳身
教，將雷鋒精神傳承下去， 「就像一顆小種子，在孩
子們的心中慢慢生根發芽」。孟薇這樣覺得。

雷鋒小學只有一幢教學樓一個不足幾百平米的操
場，和眾多北京市的重點小學相比，顯得樸素、平凡
。孟薇老師介紹說，儘管現在自主擇校競爭激烈，但
每年學校在招生時，都會有慕名而來的家長， 「他們
就是認準了雷鋒這個名字」。

「教育不是立竿見影，不能急功近利。」孟薇說
，無論社會風氣怎樣變化，教人向善是任何社會、每
個人都應該做到的。她認為，發現善良、保護童真正
是雷鋒精神對人精神上的引導。

學雷鋒就是學做人

▲雷鋒小學二年級一班的黑板報
步瀟瀟攝

▲學生們在學校裡的雷鋒展室翻看與
雷鋒相關的書信、日記及照片

步瀟瀟攝

▲ 全國雙擁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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