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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11日在甘
肃省博物馆开幕，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披露，我国十年共推
进88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文化
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我国先后完成
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了石窟寺、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
等万余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推进了8800多项考古发掘项
目，每年举办3万余场陈列展览，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

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签订了共建
敦煌研究院协议，公布了文物系统石窟寺专项调查先进单
位和优秀个人名单、第四届“寻找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推
介名单，公布了2022年度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精品（新媒
体）推介项目和入围项目名单等。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保护：时代共
进 人民共享”。

十年来先后完成两次全国文物普查 实施万余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 推进88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项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记者从11日举行的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6月9日0
时至11日15时，涉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115例
感染者。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115例感染者共涉及14

个区和经开区。其中，天堂超市酒吧（工体西路6号）到访人员
107例，酒吧工作人员2例，到访人员的续发关联人员6例。目前，
本起疫情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预计未来将从酒吧到访人员及其密
切接触者中陆续发现续发病例，疫情扩散传播风险较大。

北京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

累计报告115例感染者

记者 11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截至
目前，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达到14项，自然与文
化双遗产4项，数量均居世界第一，总体保护状况
良好。

据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世界遗产包括世
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
3类。我国已有世界遗产56项，其中，世界自然遗产、
双遗产共18项，总面积达7.06万平方公里。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工作又有新进展，出土于秦陵百
戏俑坑的“28号俑”修复完成，这尊“仰卧俑”因其姿态奇特引
起研究者关注。

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省主会场活动11日上
午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行，当日首次对外公布刚刚修复完
成的出土于秦陵百戏俑坑的“28号俑”。这尊陶俑，不同于坑
中其他较为常见的站姿或坐姿的陶俑，而是呈现出仰卧的姿
态，暂被称为“仰卧俑”。

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获悉，
考古人员日前在汉魏洛阳故城千秋门区域，发现了三条魏晋
时期的大型水道。如此规模巨大、加工细致的水利设施，在
汉魏洛阳故城的发掘历史上尚属首次。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电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14项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

两类“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昨日，流风遗躅——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文物展在位
于陕西省西安市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展。图为观众在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观看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编钟。 新华社发

叶嘉莹先生认为中国的语言
文字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拼音
语言，“单音独体”是中国语言文字
所独有的特色，而这样的特色也形
成了一个要求，即中国的诗歌语言
一定要有节奏，因此只有中国才有
吟诵。吟诵诗歌主要贵在能将古人诗
歌原有的韵律与自己读诗时的感情融
合在一起，使自己的生命和诗人的生命
结合起来，令诗歌的生命延续，生生不
已。这便是中国诗歌的吟诵之妙。

基于这一主张，叶嘉莹先生不顾高
龄，还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主编
《中华诗文吟诵研究》丛书。我与南开
大学的赵季老师和长春理工大学的周
晓靓老师有幸参与其中，收集韩国和日
本的有关文献，编著了一本《韩国·日本
吟诵文献辑释》（天津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

此外，我还与赵季师兄以及上海师
范大学的刘畅老师自2011年至2019
年，历经八年，收集和编撰了一部《日本
汉诗话集成》（繁体竖排，全12册，中华
书局2019年版），收录日本汉诗话154
种369卷（日本诗话汉文74种209卷，
和文67种117卷，诗语诗韵类13种43
卷）。所谓“集成”，是因其涵盖了日本
现存的绝大多数诗话。本“集成”不仅
对所录诗话进行了校勘和标点，还为了
帮助大多数国人了解日本诗话作者，给
每位作者都做了小传。须知至今已整

整一百年前，日本的著名汉学家池田胤
（1864—1934，号“芦洲”）曾于1920年（大
正九年）编辑出版过一部《日本诗话丛
书》，共10册，所收录诗话仅61种（汉文诗
话31 种，日文诗话29种，朝鲜人所写的1
种），且仅仅是收录，全无校勘与标点。
叶嘉莹先生不但为此书题写了书

名，还专门以文言作序，而且是一篇难得
的“美文”。叶先生是在基本上通读了这
部《日本汉诗话集成》初稿后，才撰写的
这篇序文，而且数语便点到其中深邃与
关键之处。特别记得她说过：“中国人写
诗话，是给懂韵律会读诗的人看的，而日
本人传授汉诗，则是要从初学汉文（中
文）不懂韵律的人开始教起，所以他们写
的诗话里，有一部分是专门教授韵律的
入门内容。这些又恰恰是以前中国人所
不够重视的，而对于现在和今后的中国
传统诗词教育，却是有相当重要的参考
价值。”
叶嘉莹先生写作此序文时，已是95

岁高龄。想必大家对于叶先生的文章并
不陌生，但恐怕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第一次
读到她的这样整篇的文言文吧！
（连载完。明日连载《不远万里：国际

友人与20世纪中国》。）

36 以文言作序

徐兆镛《燕大的轶闻趣事》一
文谈及这样的趣事：每年有一次男
女生宿舍开放，男生可到女生宿舍
参观，女生也可到男生宿舍参观。
那天男女生都将自己房间收拾得
干干净净，床上被褥铺得整整齐
齐，好让一楼人来参观；尤其男生有女
友，女生有男友的，更是将房间布置得好
看，墙上挂了画和照片，瓶里插了鲜花，
桌上摆了糖果，可随便取食……

冰心先生在《未名湖畔的三年》一
文中也忆及四院，讲到这里也住过部分
燕大女教师，可见当时的师生关系是相
当亲密的。北大入主燕园以后，这里有
了新的变化。六院之中，二院、四院、五
院曾是北大历史、哲学、中文三系的办公
场所，何晋《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一书
称其为“北大的文脉聚集之地”。昔日出
入院门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如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燕京学堂等
机构在此办公，亦可谓“文运赓续”。

姐妹楼，即南北二阁，建于1924年。
南北二阁外部造型、体量、色彩完

全一样，都是重檐灰瓦四角形攒尖塔式，
高两层，下层七开间。这二阁如杨虎、翟
淑华、李文文《南北二阁与俄文楼》一文
所形容的“相依而立，方正中
不乏清秀，玲珑中带着雍容，
好像是亲情依依的姐妹”，因
而被叫做“姊妹楼”。

让人很难想到的是，这二
阁本为燕大女校校长办公用

房，其形制却酷似北京国子监的辟雍。这显
然是墨菲的刻意为之。在古代，辟雍乃历代
帝王亲授御学之处。晋成帝侍中冯怀云：
“天子修礼，莫盛于辟雍。”为了这种修礼之
盛，历代王朝只要江山既定，必首建辟雍。

关于姐妹楼，曾经有着温情的传说：
有说这两座完全一样的楼阁，是校长司徒
雷登因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两个女儿所建
的；也有说他两个女儿曾经分别居住于两
阁之中，这里方圆十几米以内轻易不让男
士入内，因此得名“姐妹楼”。

其实，南北二阁原名分别为甘德阁和
麦风阁，英文名统称为Miner Hall。据沈
弘《燕园姐妹楼以谁命名》一文考证，二阁
均以原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长、并入燕大
后的首任女部（校）主任麦美德博士命
名。麦博士虽然在任只有三年，却为燕大
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燕大女部一路的发
展都是在她的努力下完成的。方拥主编
《藏山蕴海：北大建筑与园林》一书则持另

一说：北阁与麦美德有关，而南
阁则是“1928年由甘伯尔夫人捐
款建造，因此命名为‘甘德
阁’”。至于后来改名为南北阁，
大概亦是由于钱穆先生那个关
于贝公楼的建议。

65 南北二阁姐妹楼 83 特务跟踪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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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再说自唐明安走后，张月霞就
在家等候，等待回来的唐明安改变
身份，成为自己的丈夫。一个星期
过去了，没有唐明安的音讯，半个
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唐明安的消
息。这期间，联络员老孙也未露
面，张月霞无法打听唐明安的任何情
况。转眼到了基层支部向上级用信函
汇报工作的时候，张月霞要去紫竹庵观
音殿中的香炉下，去取汇报的信件。

那天，她来到紫竹庵，见庵内香客、游
人很多，不便行动，就走入庵内竹林，想在
那里散散步，待人少时再去观音殿。不想
一进入竹林，就发现有两个特务在里面转
悠。张月霞立刻从竹林中退出，走出紫竹
庵的大门，却发现两个特务跟在了自己身
后。“特务为什么要跟踪我？难道他们发
现了什么？”张月霞边走边想。张月霞不
知道谌涛叛变后，已向特务描述了他所接
触过的所有人的长相特点，特务们按照他
的描述，给每个人都画了像，这其中当然
也包括张月霞。刚才在竹林中与两个特
务相遇时，一个特务觉得张月霞的长相，
看起来与谌涛描述过的某人相似，就对她
产生了怀疑，一路跟了过来。

张月霞想想，自己身上没有带任何
能使自己身份暴露的东西，心便稳定下
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往前走。
走到曹家桥下时，突然看到联络员老孙
从桥上走下来。老孙一见张月霞就悄
声说：“我正要去你们的店铺找你，有一
份文件上级让你转送。另外，你和唐明

安的结婚报告，省委也批准同意了。”老孙
说话时，张月霞没有搭腔。在与老孙擦肩
而过的当口，她悄声说了一句：“我身后有
狗。”老孙心领神会，快步走下了桥面。张
月霞想越过桥，借桥下树木的掩护，摆脱特
务的跟踪，然后再折回去找老孙。没想到
走到桥顶时，看到前面桥下有几个男女警
察在检查行人。张月霞想退回来，却见刚
才跟踪自己的特务，已经堵在了身后，她只
好继续往前走。

前面桥下被检查的行人，都排着队依
次而行。轮到张月霞时，一个女警察让她
张开双臂，把她全身从上到下摸了一个遍，
没有发现什么，便说了声：“走吧。”张月霞
暗暗松了口气。刚迈出一步，就听到跟在
她后面的两个特务喊：“等等！”张月霞回过
头有些不耐烦地说：“长官们已经让我走
了，你们还让我等什么？”两个特务走上来，
把张月霞拉到了一边，四只眼睛在她的脸
上扫来扫去。“你们看什么呀？没见过女人
啊？”张月霞装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我们
是看看你长得像不像我们要抓的共产党。”
其中一个特务说。“啥共产党？我听都没听
说过，怎么还能和我有关系呢？”张月霞镇
定地辩解。听特务们说要辨认共产党，几
个警察马上围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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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著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修复“28号俑”

姿态奇特“仰卧俑”引关注

▼发现

河南汉魏洛阳故城

发现魏晋时期大型水利设施

▼传承

武汉市民体验木刻版画。

6月11日，大足石刻文物医院正式亮相。该文物

医院主要开展大足石刻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攻关、

传承、创新。图为工作人员在对石质文物进行修复。

文物保护：时代共进 人民共享
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上接第1版）

近年来，天津持续推进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已成为全国采用地热供暖规模最大的城市。到2025年，
我市地热资源开采总量预计达8000万立方米/年，预计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2万吨/年。“按此测算，如果地热
资源全部开发为CCER项目，按照CCER碳交易价格
25—40元/吨估算，我市地热CCER碳资产价值十分可
观，每年将达到4000—7000万元，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地
热资源高效利用。”胥博文说。

据了解，作为国内唯一具有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
全产业链业务能力的专业技术团队，天津地热院持续开
展地热井动态监测工作，目前在我市已经建成全国规模
最大的地热动态监测保护系统，覆盖全市全部700多眼
地热井。“十四五”期间，我市将进一步开展深部热储勘查
工作，向地下4000至6000米深层地热探采进军，建设国
内领先的深部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示范区。与此同时，我
市将构建数字地热平台，搭建可视化三维地热地质模型，
实时监控水温、水量、水位变化，实现地热资源智慧化开
发利用。

地下3000米取热 三对井减碳2万吨

（上接第1版）

仉宝海所说的“绿色通行证”，是东丽区统筹各股
份经济合作社建立日调度制度，落实合作社成员从居
住社区到田间地头的闭环管理工作机制。“我区分级分
类组织实施农业生产作业，对没有发生疫情的区域，错
时下田、错峰作业；对防范区，发放‘绿色通行证’，合理
限定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作业人员数量；对管控区，严
格落实‘人不出区、严禁聚集’，采取‘两点一线’、闭环
管理等措施保障农业生产作业。”东丽区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说。
为确保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不误，东丽区可谓

多管齐下。畅通农资运输渠道，保证农业生产所需农
资供应充足；提高农业生产耕种防收各环节效率，积极
推广农户应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极大减少人
员接触。同时，东丽区农业农村委及时统筹全区农业
技术力量，组建专业技术团队，为农民远程诊断作物病
虫害，提供实用技术直播和农时指导服务，保障全区农
业生产顺利开展。
“疫情防控吃紧时，正是农业生产关键时期，但在区

各部门的全力帮助下，我们不误农时农事，相信今年又是
一个丰收年。”仉宝海道出了众多农户的心声。

稳住农业基本盘 打好粮食丰收仗

（上接第1版）

在史运昇看来，东疆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为二手车
出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举例说，东疆有大量的汽车
租赁公司，二手车资产比较集中，便于二手车企业进行前
期资源对接；企业收购车辆或做大业务规模时需要资金，
东疆有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创新融资担保基金、供应链
金融平台、产业基金等都可以发挥作用；东疆还拥有海运
通道和中欧班列的优势，能为企业提供多元化国际物流
解决方案。
原宏对此也深有体会，“我们集团想做汽车产业链条

式的经营模式，每当遇到问题时，东疆总能提供专业化的
辅助。比如汽车离不开金融，他们会推荐很多金融平台，
契合企业各项发展需求。在通关便利化、外汇管理等方
面的创新举措，也非常符合汽车流通产业的发展需要。”

自2019年开展业务以来，东疆累计出口二手车近千
台，累计出口货值约1800万美元，辖区内二手车出口企
业数占全市的60%。
“我们会全方位服务二手车出口企业，帮助其进一步

做大业务规模，特别是研究探索二手车出口退税，争取尽
早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东疆综保区自贸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东疆将助力企业搭建多元化的海外
市场渠道，支持企业建设海外仓，完善海外展示销售、配
件供应、售后服务保障等业务链条，实现国内二手车出口
基地和海外基地的双向联动。

东疆二手车迎来“出海热”

新华社上海6月11日电 6月11日晚，上海公布华亭宾
馆集中隔离点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调查发现，徐汇区
委、区政府以及区卫健委、民政局、徐家汇街道等部门、单位
和相关领导干部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不力，在华亭宾馆集
中隔离点管理中存在“制度破防”、闭环管理未落实到位、自
查整改流于形式等管理疏漏问题，导致工作人员在隔离点内
感染，并造成严重后果，影响巨大、教训深刻。

经上海市委研究决定，责令徐汇区委、区政府向市委、市
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对区委书记曹立强予以严肃
批评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对区委副书记、区长钟
晓咏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高天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职；对副区长方雷给予政务降级处
分并免职；对区卫健委党委副书记、主任任雪雷和区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郭艳楣均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和政务撤职处
分。同时，对其他7名责任人员分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诫
勉谈话处理。

2022年2月21日，华亭宾馆被征用为入境人员集中隔离
点并紧急启用。3月2日起，华亭宾馆集中隔离点工作人员中
陆续出现核酸检测异常情况，3月5日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先
后累计有62人核酸检测阳性，3月20日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3月13日，经上海市委批准，成立专项调查组，对华亭宾
馆集中隔离点有关疫情问题开展调查。

上海华亭宾馆集中隔离点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公布

苗族传统刺绣蜡染技艺展示。

▼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