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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土墙身，土木结构，花岗岩
门框、门枕、台阶，木构件装饰，外
墙四周镶嵌有花岗岩窗框……广
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
有一座书院，该书院坐西北向东
南，建筑占地面积566平方米。这
就是阮啸仙书院，也是阮啸仙烈士
童年学习和生活的地方。

阮啸仙，1898年生于广东省河
源市，是广东地区青年运动的先驱
者之一，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
要领导者。

1918年，阮啸仙考入广东甲种
工业学校。在校期间，他开始阅读
《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到马克思
主义的启蒙教育。五四爱国运动

爆发后，他与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组
织了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担
任执行委员，参与领导广州地区的
学生运动。

1921年春，阮啸仙参加广东的
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从学校
毕业后，受广东党组织委派，他负
责筹备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广
区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团区委书
记，成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
创始人和领导人。

1923年6月，阮啸仙在广州组

织“新学生社”，担任该社执行委员
会书记。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阮啸仙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
会候补委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阮啸
仙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
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
组织干事、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
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
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和
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是大革命时

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1927年 4月 27日，党的五大

在武汉举行，阮啸仙被选为中央监
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月，
中共仁化县委成立，阮啸仙任县委
书记。1928年6月，阮啸仙出席在
莫斯科举行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委
员。1930年，阮啸仙任中共中央
北方局委员，河北省委代理书记、
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同年
底，阮啸仙被调到上海的中央机关

工作。
1933 年冬，阮啸仙受党中央

派遣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
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阮啸仙
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审计
委员会主任，成为我党第一任中央
审计委员会主任，是人民审计制度
的奠基者。

1935年3月，阮啸仙率领赣南
省党政机关向赣粤边方向突围，至
江西信丰牛岭一带时，不幸被流弹

击中，壮烈牺牲。
陈毅为战友的永别写下了《哭

阮啸仙、贺昌同志》：“环顾同志中，
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
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英魂不朽，精神永驻！今天，阮
啸仙的家乡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正
在积极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广东
省审计厅驻下屯村工作队和下屯村
村“两委”对阮啸仙故居、阮啸仙书
院等进行新一轮保护和修缮，旨在
擦亮“红色审计”和“啸仙故里”的
红色文化品牌，发扬其精神，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

（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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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电（记者杨一
苗）也许，你没见到过它的模
样，但有可能听到过它的声音，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春晚，迎接
新年的钟声就来源于它——唐
景云钟。

这座重达6吨的大钟，现安
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一座小
亭之中。相传唐景云二年（公
元711年），唐睿宗李旦巡游至
陕西周至，夜宿梦见祥云缭绕，
遂下令铸造此钟。

据西安碑林博物馆一级讲
解员杨烨介绍，唐睿宗李旦书
法极好，其书法风格一直影响
到几百年后的元代赵孟頫，但
现存真迹非常少见。景云钟上
的292字铭文，为唐睿宗书写
并撰文，也是目前其真迹留存
最完整的一件作品。唐睿宗的

爷爷是唐太宗李世民，父亲是
唐高宗李治，母亲武则天是中
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哥哥
是唐中宗李显，儿子是唐玄宗
李隆基。“一家六口都是皇帝，
李旦也就成了人们口中的‘六
位帝皇丸’。”杨烨说。

已经 1300多岁的景云钟
高 2.47 米，腹围 4.86 米，口径
165厘米，由26块铜片铸合而
成。在钟体表面，有32枚凸出
的钟乳。杨烨说，这些钟乳是
铜钟的定音钮，它们所在的钟
体特定位置，相当于乐器的黄
金分割点，可以将钟声由清亮
调整为浑厚，可见古人铸钟工
艺的高超。

为了保护这件珍贵文物，
景云钟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再敲
响，但人们仍可以听到它悦耳

的钟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
年播出的辞旧迎新钟声、西安
市中心的报话大楼钟声，都来
自景云钟钟声的录音。

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二
年（公元 1087 年）的西安碑
林，经历代扩充，收藏的碑石、
墓志、石刻等文物藏品时代系
列完整，时间跨度达 2000 多
年。如今的西安碑林博物馆，
是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
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
的艺术博物馆，这里珍藏着唐
景云钟、石台孝经碑、大夏石
马、昭陵六骏等一大批珍贵文
物。

“咚——咚——”，从清晨
到日落，居住在西安市中心的
居民每天都可以听到厚重悦耳
的钟声……

上过春晚的唐景云钟上过春晚的唐景云钟

6月10日，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大食蚁兽龙凤胎与游客见面。这对大食蚁兽龙凤胎于2020
年3月3日出生，大食蚁兽怀孕一般是单胎，出生体重约为1200克至1500克之间，但这对双胎的大
食蚁兽出生体重都只有900克左右。大食蚁兽主要栖息地在美洲，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图为广州长隆大食蚁兽妈妈（右）在舔食蚂蚁，龙凤胎幼崽围着它玩耍。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6月4日，《巨鲸传奇》特展在辽宁省大连市金石滩金石文化博览广场开展。展览的主展品是
抹香鲸塑化标本“洋洋”，于2016年在江苏省如东县洋口港搁浅死亡，后被送往大连制作成标本，
标本制作历时4年多。《巨鲸传奇》特展以抹香鲸塑化标本为主线，共设置六个主题展区，观众可
近距离感受深海巨兽的震撼之美。

图为参观者在《巨鲸传奇》特展中参观。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魏梦
佳）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最新的
候鸟监测数据显示，世界濒危
珍禽黑鹳的栖息和取食范围从
以往的房山区基本扩展到全
市。因生态环境逐年向好，全
市黑鹳种群数量稳中有升，已
达上百只。

黑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也是重要的环境指示
性动物。据悉，黑鹳对栖息环境
特别是对觅食水域的要求很“挑
剔”，例如，水体食物要丰富、水
质清澈、水深不超过40厘米；巢
区大都选在河谷、悬崖峭壁的半
山腰上等。在北京，位于京西南
的房山区是重要的黑鹳越冬、繁
殖和迁徙停歇地。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副主任纪建伟介绍，通过近年
来对黑鹳的持续保护，目前黑
鹳在房山拒马河流域的种群数
量已实现稳定增长。而黑鹳在
房山“安居乐业”的同时，其栖
息范围也逐渐扩大。今年以
来，在海淀、大兴、顺义、平谷、
密云等区都陆续发现了黑鹳身
影。其中，平谷区西峪水库已
有2只黑鹳正准备繁育，顺义的
汉石桥湿地保护区也首次观测

到黑鹳。
纪建伟说，过去，北京降雨

量少、气候干旱，许多河流严重
缺水或季节性断流甚至干涸，湿
地内水生生物数量不足，河流湿
地生态系统不完整，适宜黑鹳的
栖息地不多。因此，在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黑鹳很少“光顾”北
京，就算到北京也只在房山拒马
河流域徘徊，所以被称为“房山
黑鹳”。

为加强对黑鹳的保护，近年
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对房山十
渡流域加强生态恢复建设，还结
合黑鹳的习性和特征专门建立
了以繁殖小区、觅食小区和停歇
地小区为主体的“黑鹳保护小
区”。每年冬季在河面结冰黑鹳
无法取食时，北京市野生动物救
护中心还会组织人员对黑鹳进
行适当投喂，保证它们“不挨
饿”。2014年，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授予房山区“中国黑鹳之
乡”称号。

鸟类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副
教授高武认为，正是由于北京生
态环境逐年改善，才使黑鹳有了
良好的筑巢地、充足的食物来
源，使其种群数量增加，生活范
围不断扩大。

数量已逾百只！
世界濒危珍禽黑鹳

在京“安居”

大食蚁兽龙凤胎亮相广州

抹香鲸塑化标本大连展出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张玉洁
张晓迎）8只来自四川的大熊猫
近日乘坐专车前往位于武陵山脉
腹地的“新家”凤凰中华大熊猫
苑，这是湘西地区首次迎来大熊
猫，未来它们将在这里“定居”。

8只大熊猫的“新家”位于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
县，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
充足。凤凰县内竹子资源面积有5
万多亩，全年平均气温 12.6—
16.7℃，很适宜大熊猫居住。为了
让大熊猫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凤凰
县专门建设了熊猫主题乐园。

这次出川前往湘西的8只大
熊猫中，有两只成年熊猫，名叫

“龙昇”和“清风”，分别出生在
2000年和2007年；6只亚成年的

“熊猫娃娃”“兴安”“府府”“华
鸿”“离堆”“京宝”和“玉垒”，均
出生在2017年。转运前，8只大
熊猫已在大熊猫保护中心进行
隔离观察，身体健康情况良好。

在征求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专家的意见后，确定采用
汽车运输的方式来转运大熊
猫。据参与大熊猫运输的凤凰
县林业局局长滕琼介绍，考虑到
熊猫的安全和舒适度，此次转运
大熊猫采用冷藏车运输，共租赁
6台冷藏车，有4台车每车装运2
只大熊猫，还有1台车装运8只
大熊猫5天的食用竹和笋，1台备
用空冷藏车，防止运大熊猫的车
辆途中抛锚。

“运输途中每隔3小时在高速
服务区休息30分钟，由饲养员给
大熊猫补充食物和水，并仔细观察
大熊猫身体健康情况。”滕琼说。

据悉，将于今年年内正式启
用的凤凰县熊猫主题乐园于
2018年底开工建设，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熊猫馆、熊猫医院、饲料加
工间、游客服务中心、科普馆、伴
生动物馆等工程。届时，将有16
名专业饲养员精心照顾大熊猫。

8只大熊猫出川
“定居”凤凰古城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刘良恒）长沙警方
10日通报，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近期成
功侦破一起跨境“杀猪盘”式诈骗案件。该
案受害人多达700余名，涉案金额1300余
万元，目前长沙警方已依法刑事拘留7名犯
罪嫌疑人。

2019年12月20日，长沙市公安局岳麓
分局望城坡派出所接到吴女士报警，称其网
上交友后被带入博彩骗局。接警后，岳麓警
方反电诈中心立即开展侦查，发现一个位于
菲律宾马尼拉的“杀猪盘”诈骗团伙，且有部
分涉案人员已经回到国内。今年6月5日至
6日，专案组在贵州独山、福建厦门开展收网
行动，抓获陆某堂等10余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查明：2019年3月至今，陆某堂组
织多人前往菲律宾马尼拉设立诈骗窝点，通
过各类相亲交友软件寻找结识国内单身女
性，并用伪造“人设”的微信号加受害人为好
友。不法分子在聊天过程中，先以恋爱名义
博取受害人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参与网络赌
博。其作案手法，是前期以微利引诱，等受害
人大额充值后，再以控制输赢、拒绝提现等方
式骗取受害人钱财。

目前，陆某堂等7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警方破获
特大跨境诈骗案

700余人掉进“杀猪盘”圈套

新华社赫尔辛基电（记者朱昊晨 徐 谦）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第一艘无人驾驶电动接驳
船计划于今年6月中旬开始试航，乘客可通
过配套的手机应用程序预约试乘。

据开发该船只及配套手机应用程序的芬
兰门特航海设备公司介绍，这艘无人驾驶电
动接驳船为六座双体船，将在赫尔辛基群岛
中约150米宽的雷波萨尔米海峡试航，试航
期间会有一名船长担任监测人员。该公司表
示，该船试航计划于6月16日开始，随后可
能运营至8月底。

夏季，许多芬兰人热衷露营和其他户外
活动，赫尔辛基地区的海岸和岛屿景色吸引
着大量游客，无人驾驶电动接驳船作为水上
交通的一种新选择，将给公众和旅游业带来
更多便利。

门特航海设备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奥
斯特贝格介绍，该无人驾驶电动接驳船主要
于晚间在码头充电，天气晴朗时也可通过放
置在船顶的太阳能电池板充电。赫尔辛基地
区夏季存在极昼现象，便于利用太阳能。

该公司希望未来几年内能将成批无人驾
驶电动接驳船投入赫尔辛基都会区的水路交
通中。奥斯特贝格对媒体说：“我们希望未来
在赫尔辛基有关区域内到处都有船只的停靠
点，乘客在任何地方都能在5分钟内预约船
只，并去往区域内任何地方。”

赫尔辛基首艘
无人驾驶电动
接驳船将试航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喻 珮）武汉革命博
物馆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物证捐赠仪式日
前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举行。秉
承“为明天而收藏今天”的理念，这座博物馆
目前已征集和收藏抗疫相关物证9600余件。

在捐赠仪式上，方舱医院院长、武汉市城
管执法人员、“两山医院”的建设者等来自各
行各业的抗疫工作者和志愿者代表分享了8
个抗疫故事，并捐赠相关实物。

记者在武汉革命博物馆看到，火神山军
医的军靴、有各地医务人员签名和手绘图案
的防护服、抗疫乘机纪念机票，以及呼吸机、
病床等抗疫实物暂时保管在临时库房内，并
已进行消杀。

武汉革命博物馆是征集、收藏、保护、研究
武汉地区近现代文物、革命文物、党史文物的
综合性博物馆，年接待观众200万人次以上。

“为明天而收藏今天。一件件物品讲述
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记录着一个个生动的
历史瞬间。”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说，
自3月中旬开始，武汉革命博物馆向社会公
开征集抗疫实物，我们很荣幸以建设性的姿
态参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议题。

武汉革命博物馆征集
近万件抗疫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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