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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季
明 杨金志 吴振东 郭敬丹）思
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出现
在雷鸣以前。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
正式发表。马克思主义横空出
世，成为一道划破暗夜的闪电。

1920年的中国风雨如晦，
但也孕育勃勃生机。这年8月，
由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
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
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科学社
会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就此在中
国传播开来。这本薄薄的小册
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
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铸
魂、引航作用。

从1920年到2020年，百年
历史并非都是宏大叙事，一代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也与《共产
党宣言》紧密联接。他们中，有
人舍生忘死保护宣言；有人不
断创新讲述宣言的方式；还有
人风华正茂，在国家最需要的
地方开启为真理而奋斗的壮美
人生……

战火中，一对父子守护
“革命书刊”

上海市兴业路76号，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展厅内陈列着
1920年8月和9月出版的《共产
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其中，9月
再版本宣言的左上角盖有一枚
长方形印章，“张静泉（人亚）同
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的
字迹仍可辨认。这背后，是早期
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诚与守护。

张人亚，字静泉，1898年生
人，15岁成为上海老凤祥银楼
的一名金银首饰制作工人。他
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

因工作关系，张人亚有机会
接触《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列
主义著作、文件和刊物，这些文
献成了他的精神指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发生，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
下。危急关头，张人亚首先想到
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
的安危。这年年底，许久没回乡

的他，匆匆推开宁波霞浦的家门。
父亲张爵谦没想到，儿子带

回的是妥善保管一批文件和书
刊的秘密任务。东西放下后，张
人亚悄悄返回上海。

几番忖度，张爵谦编了个
“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
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
合葬墓穴，并将文件秘藏进空
棺。这个秘密，张爵谦此后20
多年从未提起。

新中国成立后，年事已高的
张爵谦仍然等不到儿子的消息，
便将衣冠冢内文件取出，嘱托三
子张静茂将其上交党组织。这
批由张家父子保护下来的珍贵
文献，其中多件被定为国家一级
文物。

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记
载，张人亚于1932年病故。悼
词写道：“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
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的，在
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

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做
坚决斗争……”

“这是保护党内重要文献的
壮举。”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
品保管部副主任王长流感慨，张
人亚和他的亲属都有着“使命重
于生命”的担当，这样的赤子之
心，使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书信间，两代共产党人
探寻真理味道

“你们要知道我的遭遇，遭
遇就是反动派在那白色恐怖时
期常把‘共产党宣言’当作我的
头衔……要你怕，要你不敢动。
不过我这人是不大知道怕的。”

这是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中
国共产党最早成员之一陈望道
存世不多的亲笔信中的一段话，
信是他写给一位后辈的。

1973年5月8日下午，时年
45岁的浙江金华地区教师郑振
乾壮起胆子，给仰慕已久的陈望
道写信：“最近我们金华地委举

办了第一期兼职理论辅导员读
书会，主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
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
我们殷切请求您，将那时翻译出
版的原本寄数份给我们……同
时敬请陈老将翻译出版宣言的
经过、遭遇告诉我们。”

后辈同志对马列主义的热
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忱，让
陈望道在回信中直言“感到无限
亲切”。他同时说道：“至于学
习，我劝你们读新著，新著有马
克思、恩格斯的许多篇序，比旧
本完备得多。”

据档案资料记载，1920年
春，陈望道全神贯注翻译宣言
时，曾误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
子吃，并对母亲说“够甜，够甜”，
留下了“真理味道有点甜”的故
事。白色恐怖时期，反动派将
《共产党宣言》定为禁书，不准再
版，见之即查缴。陈望道则被冠
以“《共产党宣言》译者”名号，上
了反动派黑名单，多次险遭毒

手，直至上海解放。
近半个世纪过去，郑振乾已

92岁高龄。他将陈望道的亲笔
信视作珍宝，“它总能使我感到
格外振奋，信的字里行间都闪耀
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
崇高品行，激励我不忘初心、追
求真理。”

“战场”上，青年一代践
行初心使命

出于兴趣，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85后”医生王相诗曾把
《共产党宣言》读过几遍。但今
年读来，又不同于先前的感受。

清明时节，她作为抗疫期间
火线入党的医护人员代表，同其
他几名师生在复旦大学陈望道
塑像下，接力朗诵《共产党宣言
（节选）》。塑像静立，内心似火。

不一样的感受，源自不一般
的考验。王相诗工作的医院，是
上海市新冠肺炎儿童患者唯一
定点收治单位。作为传染科主
治医师，即使疫情初期对病毒尚
有许多未知，她也没想过退却。
退了返乡的机票，暂别年幼的孩
子，她毅然坚守抗疫最前线。与
对成人的救治不同，隔离病房的
孩子离开父母的陪伴，极度缺乏
安全感，王相诗和护士们必须当
起“临时妈妈”，在救治之外给予
孩子亲人般的关爱。

“我也有孩子，最能理解妈
妈们的心情。”王相诗说。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
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王
相诗在陈望道塑像下朗诵道。

“你看共产党员不惧危险、冲锋
在前的样子，不就是宣言精神的
现实写照吗？”

战“疫”见证了她对党的热
爱。3月20日，王相诗如愿火线
入党。

真理之光，穿越历史，照亮
今天。

时光走过百年。今天的我
们愈发相信：马克思是对的，真
理的味道是甜的。对中国共产
党人来说，《共产党宣言》不仅是
划破旧时代夜空的那道闪电，更
是照耀新时代航程的永恒明灯。

永恒的明灯
——写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出版100周年之际

近日，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人们在参观“真理之甘 信仰之源——纪念陈望
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00周年主题展”。 （新华社记者 刘 颖 摄）

新华社昆明 7 月 8 日电
（记者赵珮然）近日，云南省普
洱市景谷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
队救助了一只大鸟。经鸟类专
家鉴定，该鸟为极度濒危物种
细嘴兀鹫，这是云南省内首次
记录到该物种。

7月4日16时许，景谷镇
派出所民警带回了一只体型较
大、种类不明的大鸟，这只鸟为
当地村民在响水水库边发现。
大鸟无明显外伤，但看起来十
分虚弱，于是将其带回救助。

目前，大鸟状态逐渐好转，健康
状况良好，暂时寄养在景谷县
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经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初步鉴定，确认该鸟为细
嘴兀鹫，全世界种群数量为
1000—2499只。

据专家介绍，细嘴兀鹫主
要分布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印
度等地，此前在我国国内仅记
录于西藏东南部。

图为经喂食后，细嘴兀鹫
状态逐渐恢复。 （新华社发）

云南首次发现
极度濒危物种细嘴兀鹫

撸串喝酒，是不少市民一
天中最为放松的时刻。假如穿
越2000多年，当时聚众饮酒却
是要被处以刑罚的。

“那时的周朝人把盛放酒
具的案台取名为‘禁’，以警示
自己。他们认为嗜酒无度是夏
商亡国的重要原因，还颁布了
禁酒令：民众不可聚众饮酒，王
公诸侯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河
南博物院副研究员向祎说。

在河南博物院的展厅里，
国宝云纹铜禁总是能吸引观众
驻足观赏。它见证了中国第一
个禁酒时代，是河南博物院镇
馆之宝、中国首批64件禁止出
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十二条龙形附兽昂首鼓腹
翘尾，头顶的冠饰与两旁的角
饰均为浮雕透孔云纹，如在云
端。兽首面向案台张嘴吐舌，
舌头翻卷至台面之上，似乎在
盯着案台上的美酒，垂涎欲
滴。灯光下的云纹铜禁造型瑰
丽，很少有人知道，其出土时是
怎样一堆碎块。

“在修复室打开麻袋一

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就是个
光板铜案，一个边儿还塌陷了
一多半，附兽、座兽全部脱落，
无数云纹也剥落缺失了，面目
全非。”河南博物院修复师王
琛说。

1981年，王琛21岁，参加工
作3年。他的父亲王长青，我国
青铜古器文物修复界的大家之
一，被返聘回河南博物院主持云
纹铜禁等一批青铜重器的修复
工作。

出自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
云纹铜禁，距今至少2500年，
一堆青铜碎梗，整形、加固、补
配、錾花、大焊、铸接、黏接、着
色、作锈……王琛跟随父亲的
团队，历时3年多，用了多达20
种工艺，最终使云纹铜禁重放
异彩。

据修复者观察、分析与研
究，云纹铜禁以失蜡工艺铸造，
在器表之内，用四层粗细不同
的铜梗加固支撑，是中国目前
所见年代最早的失蜡工艺铸
件，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
历史向前推进了1100年。

时至今日，我国共出土禁
类器物不足十件。史书记载，
中国最晚在夏朝已掌握了人工
酿酒的技术。周朝初年，农业
尚不发达，酿酒的原料谷物产
量不高，老百姓一般消费不起
美酒。

“酒在当时可是奢侈品。”
向祎说，禁酒令主要是针对大
夫、士人等统治阶层颁布的，并
不是单纯地完全禁止饮酒。所
谓“酒以成礼”，诸如祭祀、侍亲
等礼仪活动中都是必须备酒
的，饮酒至醉并非大错，但因醉
失礼就是大不敬了。

通过冰箱贴、首饰、文件夹
等文创产品，云纹铜禁的禁酒
故事仍在流传。“我们设计的这
款冰箱贴，一只小醉猫横躺于
酒案之上，爪里仍握一瓶酒，憨
态可掬的神情仿佛在提醒人们

‘美酒虽好，切勿贪杯’。”河南
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华说。

（新华社记者 桂 娟 李文哲）
图为河南博物院展厅里的

云纹铜禁。
（新华社发）

云纹铜禁：“美酒虽好，切勿贪杯”

新华社哈博罗内电（记者
杨孟曦）博茨瓦纳政府近日发
表声明说，政府正在调查西北
部地区275头大象离奇死亡的
原因，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偷猎
的证据。

博茨瓦纳环境、自然资源
保护与旅游部在声明中说，自
2020年3月以来，在博西北部
的塞龙加地区发生了不明原因
的大象死亡事件，至今已核实

了275头大象的尸体，死因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没有发现偷
猎的证据。

目前已经确定由津巴布
韦、南非和加拿大的3个实验
室处理从大象尸体上收集的样
本。博茨瓦纳约有13万头大
象。2019年5月，博政府宣布
取消自2014年开始生效的大
象狩猎禁令，每年允许捕猎不
超过400头大象。

博茨瓦纳3个月内
275头大象离奇死亡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刘新）中
国海警正式开通95110海上报警平台1年
来共接警63465起，破获刑事案件383起，
查处行政案件693起，打击处理2185人次，
实施救助745起，解救遇险群众708人。

中国海警海上报警电话于2019年7
月10日正式开通后，全国12个报警平台
上线运行，同时接入37路报警电话，实现
拨打报警电话后自动接入属地海警机构
报警平台，实现“一线到警”，提高了处警
效率。

按照“属地管辖、就近处警、快速出
警”原则，中国海警局科学划分海上责任
区，优化报警接收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及通
信网络覆盖的近海海域直接拨打95110，超
出通信网络覆盖范围的中远海或国外地区
可通过国际长途或海事卫星电话拨打，满
足近岸、近海、远海报警需求。

据了解，中国海警局实行持证上岗制
度，建立受理、研判、处置各环节衔接有序
的工作机制，实行24小时值守，每起警情处
置均向报警人正式反馈，确保不漏一警。

中国海警海上报警平台
运行一年接警6万余起

据新华社天津7月9日电（记者周润
健）眼下，一颗编号为C/2020 F3的明亮
彗星正路经地球，迎来观测良机。

彗星是一种环绕太阳或行经太阳附
近的云雾状天体，主要成分是水冰。彗星
大部分都比较暗弱，明亮到能用肉眼看到
的比较稀少。

今年3月底首次被探测到的C/2020
F3彗星给了人们再次仰望星空的理由。自
发现以来，这颗彗星的亮度提升很快。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史志成介绍说，在飞抵近日点的过程
中，C/2020 F3不仅没有被太阳的强大引
力扯碎，相反却变得非常明亮。其惊艳的
表现随即引起了全球天文爱好者们的关
注，被认为是今年彗星中的“黑马”，北半
球的天文爱好者们近日更是在日出前的
东北方天空中拍摄到了这颗彗星的身
影。“彗星头部很清晰，彗尾较长，呈黄白
色。”史志成说。

对于北半球来说，如果天气晴好，7月
10日前后的凌晨3时30分至4时30分，
在东北方低空就可见到该彗星，而在7月
下旬，其观测条件会变得更好。

“届时，该彗星将出现在西北方低
空。除用肉眼观测外，我国感兴趣的天文
爱好者如果用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效果
会更好。”史志成提醒说。

一颗明亮彗星路经地球
风姿绰约引关注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荆淮侨 马晓
澄）自然资源部支持的“南海兆瓦级波浪
能示范工程建设”项目首台500千瓦鹰式
波浪能发电装置“舟山号”6月30日正式
交付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舟山号”由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研发
设计，招商局重工（深圳）有限公司建造，
是我国目前单台装机功率最大的波浪能
发电装置。当天，招商局重工（深圳）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熊登攀与中科院广州能源
所海洋能研究室主任盛松伟签订交付确
认书。

据介绍，为解决海洋开发供电难题，培
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设立
海洋可再生能源项目“南海兆瓦级波浪能
示范工程建设”，在珠海市大万山岛开展
兆瓦级波浪能示范场的建设。本次交付
的500千瓦波浪能发电装置是该波浪能场
的首台进场装置，拥有中、美、英、澳四国
发明专利，设计图纸获法国船级社认证。

我国首台500千瓦
波浪能发电装置交付

青藏高原湖泊蒸发量
每年约517亿吨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董瑞丰）青藏高
原湖泊每年的蒸发总量约为517亿吨——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一支团队近
日利用新方法估算出这一数据，为准确测
算“亚洲水塔”的湖泊水资源储量提供数
据参考。

青藏高原被称作“亚洲水塔”，其湖泊
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占我国湖泊总面积
50％以上。以往在研究青藏高原湖泊水
分循环过程中，研究人员对高海拔湖泊的
湖—气相互作用观测较少。同一湖泊采
用不同研究方法得到的蒸发量具有明显
差异，且湖泊蒸发量空间分布及蒸发总量
仍未可知。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地气作用与
气候变化团队马耀明研究员等基于青藏
高原湖泊非结冰期能量平衡的合理假设，
结合卫星遥感资料、我国气象驱动数据集
资料、青藏高原观测研究平台观测资料，
得到了青藏高原75个大型湖泊的结冰过
程、湖泊蒸发量空间分布以及湖泊蒸发总
量等数据。通过与实测结果对比，研究结
果显示出较好的一致性。

该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