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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强：忠骨融入广袤的南海
军校毕业时，李永强坚决要求

去南沙工作，这一干就是21年，直
至将生命留在祖国的南海。

李永强是河南宝丰人，1968年
10 月出生，1987 年 11 月入伍，
1990年6月入党，历任战士、学员、
技术员、气象教员等职。入伍27
年，他先后27次赴南沙守礁，累计
守礁时间86个月。

李永强自幼受大伯早年参加
解放战争、多次荣立战功经历的熏
陶感染，从小对军营充满向往。他
常对战友讲：“激情奋斗的青春最
精彩，顽强拼搏的人生最光荣。”

为搞清楚南沙水文气象要素
变化特点，李永强和战友克服重重
困难，认真梳理总结南沙水文气象
变化规律，编写的《南海水文气象
观测教材》成为南海海洋气象培训
的第一本专业教材。

南沙海域气象复杂多变，台
风、寒潮频发，气象预报被业界称
为难啃的“硬骨头”。李永强就时
常提醒自己，小数据连着大气象、
小疏忽影响大安全，每一次测报数
据都要慎之又慎、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2003年以来，李永强和战友
共同努力，建立南沙第一套地面气

象自动化观测系统，建成南沙第一
个大气波导站，创造了南沙水文气
象事业的10多个第一，受到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和国家海洋局高度赞
誉和充分肯定。

李永强与海为伴、以礁为家，
踏遍了南沙的每一片海域，先后
在礁上度过9个春节。由于长期
在前线守礁，李永强由当初壮实
的中原汉子变成了头发稀疏的小
老头，还患上了头晕耳鸣、风湿疼
痛等多种病症，尤其是关节炎发
作时，上厕所、下楼梯都需要有人
搀扶。

2014年2月23日，南沙华阳礁
气象站升级改造，在乘艇登礁途
中，李永强在华阳礁航道口处突
遇巨浪，艇体打横，左翻倾覆，艇
上人员全部落水。李永强不顾自
身安危，先将身边的小艇艇长乔
龙用力推向浅滩，又奋力将小艇
挂钩手张港推向礁盘，自己却被
卷入航道中央，经抢救无效壮烈
牺牲，没有来得及向亲人、战友告
别，便匆匆离开了他挚爱的南沙
和钟爱的事业，把生命永远融入
了广袤的南海。

（新华社记者 黎 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分餐模式开启饮食新风。各地餐饮企
业抢抓市场机遇，纷纷出招，“一人食”“小份菜”等模式引发关注。
当前分餐制推行有何“堵点”？消费者传统习惯依赖、餐厅成本加剧
等难题如何破解？近日记者在甘肃省兰州市进行了走访调查。

““分桌餐分桌餐”“”“小份菜小份菜””前景几何前景几何？？

最近，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和中
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组织起
草《中餐分餐制、公筷制、双筷制服
务规范》团体标准。山东省商务厅
率先在全国组织制定并发布《餐饮
业分餐制设计实施指南》，创新推
出“分餐公勺”“分餐自取”等餐饮
模式，为常态化推广分餐制奠定了
基础。

兰州马有布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马明表示，分餐制再度流
行将倒逼餐饮服务流程再造，企业
主动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是破局
关键。

兰州市敦煌路一家川菜馆内，
店家在包厢新设保温箱，可供放置
分餐后的餐品，防止菜品变凉影响
口感。顾客点单后，服务员会主动
递毛巾、添茶水，增加上菜前的服务
环节，为后厨分餐争取更多时间。

甘肃省烹饪协会会长赵忠禄
表示，分餐制是餐饮消费的新趋势，
将成为一种商业契机。对于大众化
餐饮企业，谁先调整应变，谁就抢占
了先机。 （新华社记者 任延昕）

图为4月15日，在河南省郑
州市一家餐厅，厨师在分餐汤羹。

（新华社记者 郝 源 摄）

受访商家表示，当前分餐制推
行存在“堵点”：疫情造成餐饮企业
收入下滑，分餐制需要额外投入人
力、物力资源，加重成本负担，商家
积极性不高；分餐与传统中餐就餐
习惯形成矛盾，市场反响和长期发
展难测。

一边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的合
桌聚餐，另一边是降低食源性疾

病传播风险的健康分餐，在这场
餐饮业与消费者共同面临的变革
中，不少企业迎头赶上，主动迎合
市场需要。

——“一人食”火锅也很香
就餐高峰，在兰州呷哺呷哺国

芳百货店里，记者注意到不少结伴
而来的顾客主动选择单人单锅就
餐区，以往抢手的四人大锅反而受

牛肉面在兰州人的日常饮食
中占据重要地位。午餐时分，兰
州张国仁牛肉面馆门口，顾客在
点单处排起长队，店内被布置成
了单人单座。

兰州东方宫清真餐饮集团经
理马俊介绍，单人单碗原本就是
牛肉面的就餐常态，但疫情下的
分桌就餐也给牛肉面馆带来新挑
战。

“我们店内有300个餐位，现
在按要求最多能坐50人。”他说，
为减少顾客排队等位时间，店员
只能加快点单、出餐、收取空盘速

度，提高翻台率。
记者走访兰州市多家中式餐

馆发现，大多数餐馆内餐桌隔位
或同向摆放，桌面摆有使用公筷
的提示牌，两成左右的客人会主
动提出分餐。

相关人士认为，围桌共餐是
中国餐饮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以往，大家同品一桌美食，觥筹交
错间巩固亲情、交流友情、洽谈商
务。如今，疫情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大家的生活，使用公筷、分桌分
餐正在成为潮流，传统饮食风俗
也在悄然转变。

餐饮业或将迎来分水岭

“一人食”“小份菜”的春天？

到冷落。
就餐顾客表示，单人单锅更

卫生，大家各吃各的，也不影响一
起说话聊天。

店长姜旭介绍，最近选择单
人单锅就餐区的顾客比以往增长
百分之五十。这样虽会增加企业
成本，但可通过其他环节进行平
衡，比如推出打折套餐、代金券优
惠吸引更多顾客，或扩大单人单
锅就餐区增加堂食人数等。

“目前各类餐饮业均面临营
业额缩水，对于我们而言，无论大
锅还是小锅，有客人总比无人问
津要好。”他说。

——“小份菜”的进阶之路
兰州市万辉国际广场一家经

营小碗菜的饭馆里，店主张庆正
忙着给十几份外卖打包。据他介
绍，该店去年开业，此前经营一直
不温不火。“大众普遍认为‘小份
菜’廉价低档，对付吃一口可以，
正经吃饭很少来这。”他说。

最近一个月，店内状况却好
过他的预期。虽受商圈整体客流
量锐减影响，店内营业额下降
15％，但很多客人看中他家菜品
搭配营养、分装卫生、分量适中，
外卖订单数反而增长10％，还赢
得了不少回头客。

一街之隔的一家蒸菜馆，最
近推出了均价不超过25元的单人
小份蒸菜套餐，很受附近上班族
欢迎，日销量近50份。

巍峨秦岭 生态屏障
秦岭，横贯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山脉，是中国地理上重要的

南北分界线。作为生态屏障的秦岭山脉，还发挥着调节气候、保
持水土、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诸多功能。

同时，秦岭也被誉为中国的“生物基因库”，域内现有陆生野
生动物580余种。被称为“秦岭四宝”的大熊猫、朱鹮、羚牛、金丝
猴四种珍稀动物，其种群和栖息地面积近年来不断增长。

（新华社记者 刘 潇 摄）

夕阳下的华山

陕西平利县长安镇洪福茶山，道路两旁的春梅盛开

秦岭羚牛在森林中“漫步”

陕西佛坪县熊猫谷内拍摄的秦岭金丝猴

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聂晓
阳 陈俊侠）瑞士一个研究小组
21日宣布，他们开发出一种能够
灵敏、可靠地检测到空气中新冠
病毒的生物传感器，不但可以作
为新冠病毒感染临床诊断替代
方法，还可用于实时监测火车
站、医院等人流密集场所空气中
是否存在新冠病毒。

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
实验室21日发布公报说，这种新
型生物传感器由该机构与苏黎
世联邦理工大学和苏黎世大学
医院等合作开发，它是基于在玻
璃基质上制备的被称为“金纳米
岛”的金纳米结构，研究人员将
人工合成的与新冠病毒RNA（核

糖核酸）序列相匹配的DNA（脱
氧核糖核酸）受体“嫁接”到上述
金纳米结构上，使其能够识别新
冠病毒。

据介绍，这种新型传感器
检测病毒的过程利用了“局域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LSPR）”和

“等离子体光热（PPT）”两种不
同的效应，以增加检测的可靠
性。实验显示，该传感器可以
准确识别新冠病毒和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
毒这两种基因序列较为相近
的病毒，并在几分钟内获得检
测结果。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化
学学会·纳米》杂志上。

瑞士开发出可探测空气中
新冠病毒的新型传感器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樊 攀）
记者18日从北京市怀柔区获悉，
北京箭扣长城东段123号至130
号敌台及边墙修缮工程17日正
式启动，计划年底完工。

据介绍，箭扣长城是明代长
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截至目前
已经完成三段修缮，总修缮长度
2232米、敌台和敌楼11座。

此次修缮的箭扣长城东段，
总体修缮长度 1094 米，敌台 8
个。正北楼、石门、翻石过海、油
篓顶等经典景观都在这一段。

怀柔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张
彤介绍，此次修缮将延续“最
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以排
除安全隐患为主要目的，保证
文物建筑安全为基本，保护箭

扣长城的惊、险、奇、特、绝、野
的特点和长城周边的整体景
观风貌。

“这次修缮，农用车和骡子
运送原料距离较短，绝大部分路
程需要依靠人抬肩扛。”修缮工
程技术顾问程永茂说，这段长城
山体结构突兀，多悬崖峭壁，是
修缮难度相对较大的一段，同时
箭扣长城东段地形地貌的复杂
多变也导致考古清理工作难度
相应增加。

据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来京施工工人在接受14天隔
离医学观察后才开启施工建设，
所有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培训，除
加强古建筑修缮技艺方面的培
训，还增加了防疫培训。

北京箭扣长城东段启动修缮

新华社南京4月23日电（记者陈
席元）记者23日从南京大学获悉，由
中美德三国天文学家领导的国际团队
历经15年研究，绘制出目前最精确的
银河系结构图，明确银河系是一个具
有4条旋臂的棒旋星系。

近日，《科学美国人》发表了由南
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郑兴武教
授与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
天文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马克·里德
撰写的封面文章《银河系新视野》，总
结了二人同德国马普射电天文研究所
卡尔·门滕教授领导的国际团队15年
来的研究成果。

据郑兴武介绍，团队用甚长基线干
涉技术精确测量了位于银盘上近200
个大质量恒星形成区，得到了银河系旋
臂的结构、太阳系的位置以及太阳系绕
银河系中心旋转的速度，绘制出尺度约
为10万光年见方的银河系结构图。

“这是迄今最精确的银河系结构
图，它清晰地展示了银河系是一个具有
4条旋臂的棒旋星系，彻底解决了银河
系究竟有几条旋臂这个天文学长期悬
而未决的重大科学问题。”郑兴武说。

中外联合团队绘制出中外联合团队绘制出
目前最精确的银河系结构图目前最精确的银河系结构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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