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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
以敦煌壁画“导航寻宝”

“我们门店有活虾，可以买回
家自己烧，或者现做堂食。”

“也有加工的半成品虾，比如
湖北‘加油虾’，麻辣和十三香口
味都卖得特别好。”

说起小龙虾，33岁的李伟涛
可以滔滔不绝介绍十几分钟，“吃
了几千只了，前段时间睡前闭上
眼都是小龙虾！”

李伟涛是盒马鲜生的水产供
应链管理师。供应链管理师是一
个“国家认定”的新职业，属于今
年2月人社部等三部门发布的16
个新职业之一。

自今年4月湖北小龙虾恢复
生产以来，李伟涛和同事就“扎
根”在恒温12摄氏度的生产流水
线上，专心试吃。

“每种口味、每个批次都需要
试吃，各工厂产品轮流抽测。每
天至少检测两个工厂的产品，每
个工厂抽测两种口味，每种口味

抽测5盒。”李伟涛算了算，六七个
人的团队每天要吃600多只小龙
虾，一共20多公斤。

“要全部吃光。”李伟涛说，只
有亲口尝过，才能确认小龙虾的
大小、品质、口味还原度是否达
标。“要确保顾客吃到的口味和我
们在工厂试吃的一样。”

其实，试吃小龙虾只是李伟
涛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供应链管
理师要对产品出厂的各个环节全
流程协同。

以小龙虾为例，四五月份是
小龙虾生产的黄金时期，湖北则
是小龙虾的主产地。4月10日恢
复生产后，李伟涛和他的团队立
刻前往湖北。

每天早晨5点农民出虾，5点
半分拣，李伟涛监督整个分拣过
程，确认小龙虾的数量和价格，再
根据前一天收到的各城市订单量
制作发货计划。中午12点左右开

始装车、发货。下午继续接收订
单，跑市场、农村合作社。

4月下旬到5月初，李伟涛的
工作重心转移到工厂，把关小龙
虾的加工。小龙虾出厂前需要经
历挑选、清洗、蒸煮、油炸、液氮速
冻、真空包装等步骤，这些环节都
需要他逐一跟踪。

“虽然办公地是上海，但对我
们做供应链的人来说，需要深入
到产品源头，到田间、码头去，一
待就是两三个月，才能最终保证
好水产‘活蹦乱跳’地出现在顾客
面前。”李伟涛说。

精挑细选后的小龙虾遇上复
苏的消费热情，冷冻的熟制湖北

“加油虾”上市后受到市场热捧。
在淘宝主播薇娅的直播间里，600
万只“加油虾”5秒钟就被全部“秒
光”。

“加入盒马后，我一直在做水
产的供应链管理，和鱼虾蟹贝打

交道。我们每年都会新增十几种
水产品类，看到网友调侃盒马是

‘水族馆’，我还挺自豪的。”在盒
马已工作近3年的他说。

在李伟涛看来，现在的消费
者对食品安全和品质要求越来越
高，不仅要吃好吃饱，还要吃得健
康。而供应链管理师就像是食物
的“把关人”，要对产品外观、口
味、安全等方面严格把控，他对这
份职业的前景十分看好。

8月将至，小龙虾采购已告一
段落，李伟涛开始着手开展下一种
产品——梭子蟹的供应链工作。

“8月1日浙江舟山开海后，梭
子蟹就可以捕捞了。我得赶去浙
江看看今年梭子蟹的品质，提前
和供应商做好交流和准备工作。”
李伟涛说。

梭子蟹也要试吃吗？
“要吃的。”李伟涛笑了。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王雨萧)

供应链管供应链管理师李伟涛理师李伟涛::
每天试每天试吃吃33公斤小龙虾公斤小龙虾

晴空无云，炎阳炙人，一辆白
色皮卡车像往常一样，独行在新疆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
保护区（简称卡山自然保护区）。

“开到那片高坡。”副驾上的阿

达比亚特是这支三人野马监测小
组组长。经验告诉他，普氏野马喜
欢爬到坡顶沐风而憩。接到指令，
驾驶皮卡车的叶尔江·哈哈尔曼挂
上3挡，踩下油门。

坡顶视线豁然开朗，500米开
外的山头，一匹落单的成年野马露
出半个马身。坐在车厢后排的木
哈买提·布然汗跳下车，掏出A4纸
大小的簿子和手持GPS，速记着发
现普氏野马的时间、点位、植被情
况等七八项数据。

准噶尔盆地东缘，面积超过1
万平方公里的卡山自然保护区，栖
息着野驴、鹅喉羚等多种珍稀野生
动物，一度在此消失的普氏野马是
重点保护对象。普氏野马距今有
6000万年进化史，是世界上唯一的
野生马种，全球仅2000余匹。

1985 年以来，我国从海外陆
续引回普氏野马进行繁育。2001
年，新疆在卡山自然保护区进行
27匹野马的野化放归试验，普氏
野马重新回到故乡准噶尔盆地。
此后，监测员经年累月观测，为科
研人员研究野马野化进程提供了
重要参考。

设在保护区西南的乔木西拜
野马监测站是监测员大本营，这里
既是监测站，又是保护站。除日常
观测，冬季补草，夏季补水，有时工
作人员还要对生病受伤的野生动
物施以援手。

工作七年，记下七大本监测报
告和一大摞管护日记的木哈买提
说：“救助过的小马驹，刚放归时还
能分辨，一年后就认不得了，毛色、
体型总在变。”

去年底，保护区普氏野马数量
已达240匹。监测员见证着一匹匹
小马成长，自己也从毛头小伙步入
为人父母的年纪。

“这是一份事业，既然开了头，
就要做下去。”阿达比亚特收起望
远镜，一弓身又钻进车里。

时针走过晚九点，太阳依旧
未落山，阳光洒向卡拉麦里赤红
的岩石，把大地染得一片通红。
白色皮卡车如同一叶小舟，游弋
于红海之上，朝着下一个观测点
远航……

（图文均据新华社）

守护重回故乡的普氏野马

新华社西宁7月28日电（记者
薛玉斌 王金金）得益于反盗猎执
法行动的持续开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持续加强，世界自然遗产地、

“人间净土”可可西里十一年间持
续未闻盗猎枪声。藏羚羊等野生
动物平静而悠闲地繁衍生息，成为
青藏高原上一道靓丽风景。

把11只落单的藏羚羊幼仔平
安送到索南达杰保护站野生动物
救助中心后，可可西里巡山队员才
文多杰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今年藏羚羊产仔期间，我们在卓

乃湖附近巡山，陆续救助了这些落
单的藏羚羊幼仔。”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
里，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的
重要栖息地。二十世纪80年代，不
法分子在利益驱使下来到可可西
里非法猎杀，藏羚羊数量从原来的
20万只一度锐减到不足 2万只。
经过各方多年的持续保护，可可西
里藏羚羊种群数量目前已恢复到7
万多只。

“2009年至今，可可西里4.5万
平方公里范围内再没有发生盗猎

事件。”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
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党委书
记、主任布周说，巡山队每年要进
行至少12次的大规模巡护。

1996年，青海省成立可可西里
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国务院
公布可可西里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2017年，可可西里成为世界自
然遗产地。

如今，享誉全球的可可西里吸
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前来感
受自然之美。“可可西里的自然风
光无与伦比，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这

里的野生动物，尤其是奔跑在可可
西里荒野的藏羚羊。”来自美国洛
杉矶的游客苏珊说。

在青藏公路沿线的索南达杰
保护站除了承担日常巡山任务外，
还是游客、志愿者了解可可西里的
重要窗口。

“可可西里是目前世界上原始
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
也是高原野生动物的天堂。”索南
达杰保护站巡山队员多杰才仁在
保护站的展厅指着地图介绍。

“如今在可可西里‘拿拳头保
护生态’已成历史，今后可可西里
将在生态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发
挥更大作用。”布周说。

可可西里已十多年未闻盗猎枪声

新华社兰州7月27日电
（记者张玉洁）寻找到唐代木
结构建筑佛光寺，是建筑学
家梁思成、林徽因的重要发
现之一。为他们“导航寻宝”
的，竟是一千多年前的敦煌
壁画。

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说
法是，要看唐代木结构建筑只
能去日本。梁思成、林徽因始
终坚信中国有唐代建筑 。
1937年，他们与中国营造学社
的同仁前往山西，历经艰险，
终于在五台山发现了佛光
寺。唐代的建筑、唐代的绘
画、唐代的雕塑……唐代盛景
尽在眼前。

敦煌研究院讲解员边磊
介绍，梁思成夫妇长期关注敦
煌艺术。他们“按图索骥”的
重要资料，是敦煌莫高窟第61
窟的壁画《五台山图》。

“第61窟是五代十国时期
的洞窟。《五台山图》是敦煌壁
画中最大的一幅，面积接近46
平方米，约有半个羽毛球场
大。”边磊说。这幅壁画中既
有腾云驾雾的佛、菩萨，也有
市井生活、人间百态，建筑多
达200多个，人物有500多位，
可谓“一壁看尽众生相”。

壁画中间部分，描绘了从

河北正定到山西五台山方圆
五百里的山川风貌。壁画中
文字榜题多达 195 处，除了

“大佛光之寺”外，还有“大王
子之寺”“大法华之寺”等。

“这些寺院都以‘大’字开头，
符合古代文献《广清凉传》记
载的五台山有‘十大寺院’的
说法。这表明敦煌壁画有

‘以图证史’的历史价值。”边
磊说。

《五台山图》也是中国古
代青绿山水画的佳作。壁画
中，峰峦起伏，河流蜿蜒，一派
清新秀美的景色。“敦煌地处
戈壁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
下看到青山绿水，令人心旷神
怡。”边磊说。

如今，莫高窟第 61 窟已
完成数字化采集加工。只要
打开“数字敦煌”网站，这幅
长 13 米多、高 3 米多的壁画
纤毫毕现，比在洞窟中观赏
更加清晰。

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位
于甘肃省敦煌市。这里保存
着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4万
余平方米壁画，有“沙漠中的
美术馆”之称。

图为敦煌壁画《五台山
图》中的“大佛光之寺”。

（新华社发）

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刘
曲）一个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完成
了对宇宙中数百万个星系和类
星体的分析，并发布了迄今最大
的三维宇宙地图。

绘出这份地图的是多国科
研人员组成的“扩展重子振荡光
谱巡天（eBOSS）”项目，它是世
界最大星系巡天项目“斯隆数字
巡天（SDSS）”的一部分。最新成
果建立在世界各地数十家机构
的数百名科研人员超过20年合
作的基础上，由eBOSS项目耗费
数年完成。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在一

份声明中说，该校天体物理学家
让-保罗·克奈布是eBOSS项目
的发起者。他说，在2012年发起
这个项目时，目的就是获得一份能
反映宇宙整个历史的三维地图，在
其中显示遥远星系的分布等。

目前理论认为宇宙产生于
约138亿年前的大爆炸。通过理
论分析和天文观测，科研人员此
前对宇宙的远古历史和最近的
膨胀史都有相当了解，但中间却
存在一个约110亿年的认知缺
口。有关研究人员表示，新成果
终于填补了这一空白，是宇宙学
领域的重大进展。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陈 灏
杨 文）咨询一个法律问题，10
分钟之内，3名律师免费答疑解
惑……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
区，群众不跑腿、不打电话，就有

“贴身”法律顾问提供“全天候”
服务。

“手机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
伸到哪里。”聊城市东昌府区司法
局局长李国臣介绍，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东昌府区开发了掌上
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在全国范围
内接入1万余名优质律师，为群
众提供在线法律服务。

在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上，群
众可以提交问题、上传图片。东
昌府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科
长吴利军介绍，这些问题会依次
推送给本地、山东省再到全国范
围内的律师，每个问题至少匹配
3名律师免费解答。

“受疫情影响，公司提出解除
合同，这种行为违法吗？”“疫情期
间网购了180把额温枪，商家没
发货还拒绝退款，该去哪里起
诉？”在东昌府区掌上公共法律服
务平台后台，记者看到，群众就合
同纠纷、劳动社保、婚姻家庭、债
权债务等问题咨询律师，有些问
题是在深夜提出，都得到了答复。

一次回答没有说明白的，群

众还可以在线追问，直到满意为
止。

下岗职工郭某在一家超市
打工，今年2月被确诊为新冠肺
炎患者。“超市没有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造成我家两人感染。但
我没有签劳动合同，隔离期间超
市拒绝提供生活费，该如何维
权？”康复后，她在法律服务平台
上提问。

江西的律师管斌建议郭某咨
询人社部门，但郭某继续追问：

“没有劳动合同，法律会承认吗？”
“没有合同也是事实上的劳动关
系，可以申请强制执行。”这次对
话中，双方问答了十几次，最终郭
某表示满意。

群众免费咨询，律师也不“白
忙活”。李国臣介绍，问题有回复
后，当事人可以选择参与回答的
律师“中标”，后者可获10元补
助。“便利给了群众，成本由政府
买单。”他说，虽然补助金额不高，
但有效激励了律师利用碎片时
间，为群众提供24小时法律服
务。

平台自3月25日上线以来，
已有约1.2万名律师进驻，5.6万
余名居民登录并关注公众号；对
接各类法律咨询2397件，好评率
达到98.74％。

科研人员绘出
迄今最大三维宇宙地图

“指尖上”的法律顾问
“全天候”免费服务群众
目前已有1.2万名律师进驻平台

三名监测员登上山顶观察远处的野生动物三名监测员登上山顶观察远处的野生动物

木哈买提木哈买提··布然汗记录发现野马的时间布然汗记录发现野马的时间、、点位点位、、植被情况等数据植被情况等数据 卡拉麦里山的普氏野马卡拉麦里山的普氏野马

李伟涛李伟涛（（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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