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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滚滚浓烟，他毫不犹豫跳
入大海，奋力向火光冲天的渔船游
去。他，就是骆春伟，用自己宝贵的
生命换来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骆春伟，汉族，1979年 8月出
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共
党员。生前系广西公安边防总队
北海市公安边防支队电建边防派
出所所长。

“骆所长每次率队出警，都是冲
在最前面。”骆春伟原同事、电建边防
派出所民警周刚岭说。从警19年，
骆春伟从战士、干事，成长为副所
长、教导员、所长，无论在哪个岗位，

他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
心，尽职尽责维护辖区安全稳定。

英雄并非天生，英雄壮举也非
偶然。2010年9月21日，第11号
台风“凡亚比”影响北部湾海面。
当日10时左右，一艘停靠在北海市
涠洲岛南湾街码头附近的船因台
风导致其动力系统受损，眼看就要
倾翻，船上还有渔民。危急关头，
骆春伟衣服一脱就跳下海，用缆绳

将船固定好。当他游到岸上时，由
于体力透支，呕吐不止。

2014年5月16日，涠洲岛港口
一艘滚装船倾翻，28人落水，骆春
伟从海里救出5人。2015年6月，
骆春伟调到辖区治安情况更为复
杂、业务更为繁重的电建边防派出
所任所长。为解决海上治安管控
难、违法犯罪打击难、情报线索搜
集难等问题，骆春伟创建了“十船

联防”“一天一巡查”等工作模式，
提升了海岸线管控水平。

2016年5月27日，北海一个渔
港内3艘停放的渔船起火。骆春伟
带领同事们将险情排除，避免港内
千余艘渔船出现连体着火灾情。

2016年10月20日11时许，北
海市侨港镇边贸码头一艘装有11
吨柴油的渔船发生火灾。接到报
警后，骆春伟带领民警们火速救

援。当时，失火渔船已失控，正冲
向港内连片停泊的渔船。这些船
上装载大量柴油和液化气，一旦被
失火渔船点燃，后果不堪设想。要
避免火势蔓延，就必须将失火渔船
拖到岸边。

危急时刻，骆春伟立刻脱掉衣
服、鞋子想要下海。“骆所长，危险！”
周刚岭一把拉住骆春伟想要阻止
他。“不要管我！”骆春伟将周刚岭甩

开，跳入大海，嘴咬缆绳向前游去。
在骆春伟带动下，在场许多人

紧跟着他跳进大海，合力将失火渔
船拖回岸边，成功扑灭大火。不幸
的是，骆春伟再也没能游回岸边。
火灾救援完毕后，当日15时25分，
骆春伟的遗体在海底被找到。骆春
伟走了，年仅37岁。

骆春伟牺牲后，当地群众纷纷
自发到码头悼念，许多停泊在码头
的渔船为他鸣笛送行……同年10
月 24日，公安部批准骆春伟为烈
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

（新华社记者 林凡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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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6月3日电（记者 李晓玲）深圳市人
大常委会2日就《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征求
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记者看到，征求意见稿分为13章157条，包括申
请与受理、管理人、债务人财产、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
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重整、和解、破产清算、法律责
任等。

征求意见稿规定，凡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
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
营、生活消费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的，都可以依照条例进行破产清算
或者和解。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个人破产的限制消费措施，
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人民法院作出免

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裁定之日止，债务人不得进行
的消费行为包括：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商务
舱、头等舱、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头高
速动车组旅客列车及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
位；在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
场所进行消费。

此外，债务人还不得购买不动产和机动车辆、外
出旅游、供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支付高额保费
购买保险理财产品等。征求意见稿还通过一系列制
度设计来避免恶意逃债。

据统计，截至2020年1月底，在深圳登记设立的
商事主体已达329.8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123.6万
户，占比为37.5％。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自我雇用的
商事主体以微商、电商、自由职业者等形式存在。

深圳就个人破产立法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帅 才）
今年5月31日是第33个世界无
烟日。专家指出，长期吸烟的“铁
杆烟民”除了容易患上呼吸道疾
病，高血压、中风、主动脉瘤等心
血管疾病的概率也较高，吸烟年
龄越早、吸烟时间越长、每日吸烟
量越大，患病的危险性越高。

湖南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
外科中心主任王文祥介绍，一支
点燃的烟会释放出4000多种有
害物质，烟草对人体的呼吸系
统、心血管系统的损伤很大。长
期吸烟者的气道净化能力下降，
会出现咳嗽等症状，很多人认为
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没有引起重
视。随着烟龄增长，患者会出现

心肺功能下降，肺功能损伤，出
现活动后气促、胸闷，晚期可能
导致高血压、肺气肿、中风、肺心
病等疾病。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院长张
国刚教授告诉记者，吸烟是引起
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近年
来，医院收治的心血管疾病患者
呈现低龄化趋势，其中大部分患
者都有长期吸烟的习惯。张国刚
教授建议，保持心血管系统健康，
需要维持健康血压、控制胆固醇、
降低血糖、科学运动、饮食健康、
维持正常体重，还要戒烟。建议
吸烟者尽早戒烟，如在30岁以前
戒烟，能使肺癌的风险减少
90％。

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3日电
（记者陈文仙 尚 昊）受疾病等因
素影响，一些人大脑的“脑龄”可
能比实际年龄更老。位于以色
列南部的内盖夫本－古里安大
学3日发布公告说，该校研究人
员开发出一种基于大数据的深
度学习框架，可以分析人们的

“脑龄”。
研究团队日前在国际学术

期刊《人类大脑研究杂志》上发
表论文说，他们收集了多个开
源数据库中的一万多张大脑核
磁共振图像，相关人士的年龄
在4岁至94岁之间。研究团队
利用这些数据开发出一种深度

学习框架，用它分析一个人大
脑的核磁共振图像，可以判断
其“脑龄”。

测试显示，如果所分析的大
脑核磁共振图像来自一名健康
人，那么这个深度学习框架得出
的“脑龄”与实际年龄的符合程
度较高。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通过这
种方式得出的“脑龄”与实际年
龄有较大差距，那么可能说明大
脑健康出现了一定问题。研究
人员认为这种技术可用于跟踪
大脑发展和提供对有关疾病的
早期预警，还可能有助于开发相
关疗法。

以色列开发出深度学习框架
分析判断人们“脑龄”

专家：

“铁杆烟民”容易得心血管疾病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 李丽
静）记者近日从河南省三门峡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该所
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黄河边发
现大型古墓群，共有多个时期
墓葬 600 多座，出土文物 2000
余件。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郑立超介绍说，这个古墓
群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后川
村 ，北 距 黄 河 约 500 米 。 从
2017年10月起，他们配合棚户
区改造项目，对这个位置进行
了3次考古勘探发掘，勘探面积
3.76 万平方米，发现多个时期
墓葬600多座。

这些墓葬主要集中在秦汉、
唐宋和明清时期，尤以秦汉时期
墓葬为多，有近300座。

目前，文物考古工作者已经
发掘墓葬602座，出土陶器、铜

器、铁器、金银玉器、瓷器、石器、
骨蚌器等各类器物逾2000件套
（枚），其中不乏鹅首曲颈壶、玉
剑具、镶玉铜带钩以及有铭铜器
等一批造型独特、制作精美，有
较高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稀
有随葬品。在秦汉时期随葬品
上，有“陕亭”“陕市”的戳印；在
唐宋金元时期的墓志中，有关于
陕州的直接记载。

专家认为，这些墓葬排列较
为有序，同时期墓葬相互之间很
少有打破关系。墓葬群离陕州
故城较近，应该是历代陕州城的
集中墓区。并表示，这个大型古
墓群的发现与挖掘，揭示了随着
政治中心的转移，三门峡地区逐
步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过程；大量
秦人墓葬和西汉墓葬的发掘，为
三门峡地区墓葬演变提供了十
分宝贵的资料。

黄河边发现大型古墓群
出土文物2000余件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记者
胡 璐）6月5日世界环境日即将到
来，人们关注绿水青山，森林与水
的关系也一直是森林生态学家们
探索的奥秘。中国林科院院长、森
林生态学首席专家刘世荣日前发
布最新研究成果，以岷江上游森林
植被为样本，提出土壤让森林成为
真正的“绿色水库”，不同的森林类
型涵养水源的作用也大小不一。

这是记者4日从中国林科院
了解到的，这也是中国林科院首次
科学评估人类干扰采伐、生态恢复
和气候变化对森林水分调节功能

的影响。业内人士认为，这项研究
将为未来提高林业生态工程质量、
实施科学绿化提供有效借鉴。

据刘世荣介绍，岷江上游地处
青藏高原东南缘，是成都平原乃至
长江上游的重要水源地和生态屏
障。刘世荣团队以岷江上游森林
植被为样本，历经20多年的长期
观测、集中攻关，明确森林对水资
源的调节是经历林冠层和林内灌
草层截持、林地枯枝落叶层和苔藓
层拦蓄，以及森林土壤层含蓄这样
一个综合过程实现的，90％以上
取决于森林长期演替形成的复杂

土壤结构。
刘世荣说，虽然树种对水分的

利用规律大同小异，但不同的森林
类型涵养水源的作用大小不一。
经过对岷江上游流域径流的科学
评估显示，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工
程的实施为岷江上游的水生态安
全做出了明显贡献，但大面积的人
工植被覆盖可能加重区域生态用
水从而降低流域产水量，且大规模
集中连片种植的人工纯林引发的
外来物种入侵、病虫害、生态系统
健康问题凸显。因此，他认为，在
岷江上游地区的植被保护与建设

中，应首先保护好现存的天然林植
被，包括原始暗针叶林、天然灌丛、
草地和高山草甸等。植被建设要
以天然更新和自然生态恢复或人
工促进天然更新为主。水土条件
好的小范围局地区域可以实施人
工造林。

他建议，科学加强岷江上游的
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考虑到前
期大面积栽植人工林，可通过开林
窗、带状疏伐等模拟自然干扰的方
式，逐渐恢复以岷江冷杉为建群种
的原始林，以更好发挥森林涵养水
源功能，保障水资源和生态安全。

森林与水是什么关系森林与水是什么关系？？

中国林科院首次深度中国林科院首次深度““揭秘揭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当下正值“三夏”时
节，河南等省麦收正酣。关于麦收的新老照片反映出我国农业生产的变迁，勾起了人们关于麦收的
记忆。

左图，5月26日，在河南省邓州市小杨营镇安众村，农机手操作机械设备收割小麦（新华社记
者 冯大鹏 摄）;右上图，在安徽省怀远县，淝光集体农庄在麦收中实行细收细打，争取颗粒归仓（1955
年6月15日发，新华社记者 丁 峻 摄）;右下图，在江苏省扬中县，八桥公社的社员们在抓紧脱粒（1959
年7月3日发，新华社记者 姜韦才 摄）。

麦收记忆麦收记忆：：
新老照片对着看新老照片对着看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熊 丰）记
者从公安部获悉，日前，在公安部
组织指挥下，黑龙江、广东两地警
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成功破获一
起特大伪造货币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16名，捣毁1个大型印制假币窝
点和1个假币专用纸张储藏窝点，
现场缴获2005版百元面额假人民
币成品4.22亿元，查扣制作假币纸
张6吨，缴获大批制假设备及原材
料。该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案
缴获假人民币数量最多的案件，涉
案假币全部被现场查获，无一流入
市场。

去年年底，广东省公安厅经侦
部门在工作中发现一条假币犯罪
线索，经初步侦查并分析研判，认
为犯罪嫌疑人郑某、刘某仔等人存
在从广东前往黑龙江设点印制假
币的重大嫌疑，且案件规模大，涉
案人员多。

鉴于案情复杂重大，广东省
公安厅迅速将案件情况上报。公
安部经侦局随即成立联合专案
组，并多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部
署集中力量，全力攻坚破案。经
过近3个月缜密侦查，专案组准确
锁定了造假窝点和储藏窝点位
置，查明了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
和人员组成等情况。日前，按照
公安部统一部署，黑龙江、广东两
地警方同时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将 16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
案，成功破获案件。

经审讯查明，郑某、范某洲、陈
某秋和李某霞系该犯罪团伙主要

“股东”，刘某仔、卢某城等人系技
术员，谭某超系窝点场主。2019年
底，该团伙在广东购买印刷设备、
油墨耗材、特殊纸张等物资并运往
黑龙江，随后开始印制假币。截至
被公安机关现场抓获时，该团伙共
印制2005版百元面额假人民币成
品4.22亿元。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
机关将加强与人民银行等职能部
门协作配合，健全完善制度机制，
推动源头管控和综合治理，持续强
化打击整治力度，切实维护国家金
融市场管理秩序和货币安全，保障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
单案缴获假人民币
数量最多案件告破

新华社兰州6月3日电（记
者 马 莎）近日，甘肃白水江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
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一段两只
金丝猴与一只羚牛“同框”的珍
贵画面。

这段视频拍摄于4月9日，
时长20秒。画面中，两只金丝猴
正在悠闲玩耍，看到一只羚牛出
现后迅速离开。保护区工作人
员介绍，这种情况比较罕见。

“这只羚牛很有可能是在维
护自己的领地，所以驱赶两只
金丝猴。”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大熊猫管理办
公室主任何礼文说，野生动物
都有各自的领地，如果自己的
领地内出现对其自身、后代及
食源造成威胁的别的动物，都

会进行驱赶。
何礼文介绍，目前，保护区

共在野外布设红外相机180多
台。今年第一季度，保护区回收
了所有相机，采集到各种野生动
物有效视频2000多段，有效照片
10000多张。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位于甘肃省南部，这里是野
生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珍稀
野生动物的乐园。近年来，随着
保护工作稳步有效推进，保护区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各种野生动
物在红外相机中的“出镜率”明
显提高。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增加红
外相机数量，在尽量减少人为干
扰的前提下，捕捉到更多野生动
物活动的珍贵画面。”何礼文说。

甘肃白水江：

金丝猴与羚牛罕见“同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