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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包、星空包、落地窗观
景包……放眼望去，大小不同、
形状各异的蒙古包，梦幻般在呼
伦贝尔大草原深处铺展开来。

这是布仁巴雅尔的蒙古包
生产基地。这位只有39岁的当
地蒙古族牧民，把奇思妙想融入
蒙古包制作，使这一古老手艺迸
发出新活力。

布仁巴雅尔从小喜爱蒙古
包，“看着圆弧状的穹顶，整个人
像被蒙古包抱着一样，感觉十分
美妙。”他说。

2000年，一位亲戚开了家蒙
古包生产厂，布仁巴雅尔满心欢喜
地跑去帮忙，虽然每月只有1000
块钱收入。两三年时间，他就把制
作蒙古包的技艺全学到了手。

亲戚只制作传统居住式蒙古
包，有人想定做更大的蒙古包，都
被推掉，认为丢了传统。布仁巴

雅尔不以为然：“时代在变迁，社
会在发展，蒙古包也需要适应时
代需要，进行创新和改进。”

这样，他离开了亲戚的厂
子。2006年，建立了自己的蒙古
包生产厂。

从墙高1.3米到3米，从直径
3.5米到30米，布仁巴雅尔的蒙
古包越做越大，从过去仅用于居
住，发展到能够举办演出活动；
蒙古包也越做越时尚，吸引了全
国各地买家前来“私人订制”。

“如今，给蒙古包装上酒店式
门锁、酒店式房卡，不仅方便，还
能让游客感觉到安全。而且，我
在蒙古包里内嵌了用于方便和洗
澡的设施。”他自豪地对记者说。

布仁巴雅尔认为，蒙古包除
了装备现代设施，还应兼具现代
审美。为此，他设计出“望得见
草原”的蒙古包——落地窗观景

包，“看得见
星空”的蒙
古包——穹
顶玻璃星空包……

虽然功能多了，材质新了，
但蒙古包的老构造、老手艺没有
变，布仁巴雅尔仍然用皮绳编织
哈那，坚持给穹顶加上陶脑，沿
用乌尼撑起包顶。“再怎么创新
发展、适应市场化，传统文化也
不能丢。”他说。

为《天骄·成吉思汗》大型
演出定制蒙古包，为电影《鬼吹
灯之寻龙诀》还原当年蒙古包，
为央视春晚内蒙古分会场搭建
蒙古包演播大厅……布仁巴雅
尔事业越做越大。他的蒙古包
还远销北京、四川、辽宁等地，
让蒙古族传统文化成功走出大
草原。

作为共产党员，布仁巴雅尔

不忘带动牧民增收。2018年，他
手把手教会贫困户特格实剪裁
毡子，并收他为公司长期工。特
格实家当年就脱了贫。而今，布
仁巴雅尔的公司成为“蒙元文化
党员群众教学体验基地”。

“我愿更多的人和我一样，
爱上洁白的蒙古包，爱上蒙古族
传统文化，爱上美丽的内蒙古大
草原。”布仁巴雅尔动情地说。

图①为布仁巴雅尔和他制
作完成的蒙古包。

图②为近日，布仁巴雅尔在
搭设蒙古包的顶杆。

图③为近日，布仁巴雅尔在
展示蒙古包制作过程中搭设完
成的顶杆。

（新华社记者 王 靖 文/摄）

枕着草原 望着星空
——布仁巴雅尔和他的蒙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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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仙座流星雨、金星西大距等
多个精彩天象将在8月天宇轮番上演

据新华社天津7月30日电
（记者周润健）天文预报显示，火
星合月、英仙座流星雨、金星西大
距、木星合月等多个精彩天象将在
8月天宇轮番上演。其中，落英缤
纷的英仙座流星雨最值得期待。

今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正式启航，点燃了中国人的“探
火梦”，很多人也将目光投向了
这颗太阳系内的行星。

8月9日，这颗红色的行星将
与月球上演一出“相合”好戏。

“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
公众将可观赏到这幕浪漫的‘星
月童话’。除肉眼观测外，用小
型天文望远镜观测火星，效果将
更佳。”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说。

作为 8月天宇最动人的天

象，英仙座流星雨将于8月12日
惊艳夜空。作为北半球三大流
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的流量
大且稳定，既有科研意义，又极
具欣赏价值。

“今年该流星雨极大预计发
生在12日21时至13日0时，每
小时的天顶流量预计可达110颗
左右，是非常难得的观测机会，
感兴趣的公众千万不要错过。”
史志成提醒说。

金星和木星分别是天空的
第一和第二亮星，即使在皎洁的
月亮旁边也能与之争辉。8月13
日，作为“启明星”姿态出现的金
星将迎来西大距。

8月29日，木星合月将在天
宇上演。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
的公众当晚肉眼可见两者近距
离争辉的美丽画面。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近三年
新增东北虎东北豹幼崽共17只

新华社长春7月29日电（记
者张 建）7月29日是第十个全球
老虎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
局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至2019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期间，共监测到新繁殖东
北虎幼崽10只、东北豹幼崽7只。

监测数据显示，与试点前相
比，试点区域东北虎、东北豹生
存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猎套遇见
率下降87.6％，红外相机监测野
猪、梅花鹿等大型有蹄类动物拍
摄频率增长60％以上，还监测到
多年未见的野生斑羚、獐等珍稀

野生动物。
据介绍，试点以来，吉林、黑

龙江两省共出动7万余人次、2万
余车次，清理收缴猎捕工具近4
万个，建设小型野生动物救护站
3个，设置补饲点200余个，累计
救护野生动物150余头（只），有
效地震慑了破坏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违法
犯罪行为。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选址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
的老爷岭南部区域，总面积1.46
万平方公里。

新冠病毒谱系
可能已在蝙蝠中传播几十年
新华社伦敦7月28日电（记

者张家伟）一个国际团队28日
在英国期刊《自然·微生物学》发
表报告说，新冠病毒可能在40年
至70年前从与之关系最紧密的
蝙蝠病毒中分化出来，这意味着
产生新冠病毒的病毒谱系可能
已在蝙蝠中传播几十年了。

深入了解新冠病毒的演化历
史有不小难度，因为不同病毒之
间会交换遗传物质而重组，病毒
基因组亚区可能起源于不同的祖
先。已有的研究将蝙蝠病毒
RaTG13鉴定为与新冠病毒关系
最密切的病毒，也有研究在穿山
甲体内发现了相似的冠状病毒。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香港大
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基于乙型冠
状病毒支系B（新冠病毒所属的冠
状病毒亚属）的基因组数据，分析
了新冠病毒的演化历史。

研究人员采用了 3种方法
来鉴定未经历重组的以及可用
于重构病毒演化历史的新冠病
毒 区域。所有方法均表明,

RaTG13和新冠病毒拥有共同的
单一祖先谱系，估计新冠病毒分
别于1948年、1969年和1982年
从乙型冠状病毒支系B中的蝙蝠
病毒中分化出来。

这项研究还得出结论，虽然
新冠病毒和穿山甲携带的有关
病毒拥有一个共同祖先，而且穿
山甲可能在新冠病毒从动物传
给人类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
用，但穿山甲不大可能是新冠病
毒的中间宿主。

研究人员认为，新冠病毒分
化时间长，表明可能存在未取
样、具有潜在传染力的蝙蝠病毒
谱系。同时，蝙蝠病毒谱系中病
毒重组的现有多样性和动态过
程，证明了要事先鉴定出有可能
引发重大人类疫情的病毒相当
困难。

报告通讯作者、宾夕法尼亚
州立大学的马切伊·博尼指出，
有关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广泛、实
时的监测系统，以便在感染病例
数仍处于较低水平时，就及时发
现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病毒。

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犹如一颗镶嵌在蔚蓝色大洋上熠熠生辉的珍珠，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然而，今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使该国旅游业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目前，随着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斐济政
府开始致力于重振日益萎缩的旅游业。

图①为在斐济首都苏瓦附近的纳努库奥博格海边度假村，身穿草裙的斐济“武士”为游客表演节目。
图②为一名斐济“武士”迎接游客。 （新华社记者 张永兴 摄）

斐济期盼疫情后斐济期盼疫情后
更多中国游客造访更多中国游客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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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虎生：在泥塑中找寻生活味道
一家人围坐在炕头擀面皮、包

饺子，男孩手里拿着连环画，红色
的翻花绳在女孩手中变换不同的
形态……这充满年味的一幕，是泥
塑匠人王虎生捏出来的。

王虎生年过五十，是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泥塑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

日前，王虎生向记者说起与泥
塑结缘的故事。

1991年，在北京旅游的王虎生
无意间看到了泥塑，神态逼真的小
泥人让他爱不释手，连着3天，他只

去看各种泥塑。“当时我就觉得这
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儿。”王虎生
说，“2007年，我下决心干这一行，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40岁了。”

他放弃日渐火热的装修生意，
潜心于泥塑世界。天天捏，日日
练，他用两年时间去捏泥人的不同
表情，喜怒哀乐全部都尝试，几千
个小泥人见证了他的执着。

“京津的泥塑作品是好，但我
不能‘照葫芦画瓢’，我要捏出属于
自己的东西。”王虎生说。

“有一天，我捏泥人时忽然想起

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想到奶奶每天
坐在炕上纳鞋底，爷爷穿着棉袄在
一旁抽旱烟的情景，我就试着把这
脑海中的一幕捏出来。”王虎生说。

这个情景重现的作品获得广
泛共鸣，王虎生找到了创作方向；
展现过去农家生活情境，成为王虎
生的创作主线。由于过于投入，王
虎生常常会梦到自己走入了作品
场景中，“演员演戏要入戏，做泥塑
也一样，我也得走入其中。”

生动传神的细节，是王虎生泥
塑作品的最大特色。比如，他创作

的一个教室情景的作品，学生们有
的在认真听讲，有的交头接耳，有的
因调皮而在讲台旁罚站……“这就
是我上学时候的样子。”王虎生说。

拿本地红胶泥当原料，用石膏
板搭“房子”，用硬纸卷出“烟囱”，
将烟灰变成灶台的“炭灰”……在
王虎生的泥塑作品中，生活中的一
切物品都会成为他的创作材料。
他表示，用身边的东西还原过去的
生活是一种快乐。

“我要继续用这些红胶泥，捏
出我们曾经的生活，让这项技艺更
好地传承下去。”王虎生说。

（新华社记者 殷 耀 朱文哲 达
日罕）

宁夏立法保护
引黄古灌区
据新华社银川7月30日电

（记者邹欣媛）宁夏回族自治区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近日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
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保护条例》，将建立和完善引黄
古灌区遗产保护协调机制等，明
确违规行为和处罚措施，以更好
地传承黄河文明。

《条例》规定，引黄古灌区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是指传承延续
历史一百年以上，由国际灌溉排
水委员会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名录》的“宁夏引黄古灌区”灌
溉工程遗产。《条例》明确，自治
区政府建立和完善引黄古灌区
遗产保护协调机制，实行引黄古
灌区遗产保护规划制度和引黄
古灌区遗产保护名录制度。

《条例》还规定，禁止在古灌溉
工程及其伴生的历史文化遗存的管
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行
为：盗窃或者破坏、损毁古灌溉工程
及其伴生的历史文化遗存的附属设
施、设备；倾倒垃圾、废渣、废料、尾
矿或者丢弃动物尸体等固体废弃
物；擅自占用、填堵古渠渠道或者改
道等。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法规
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
法规未作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据
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处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地月合影怎么拍？
揭秘合影背后的故事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记者胡 喆）一张由中国火星探
测器“天问一号”在奔火途中回眸
拍摄的地月合影火了。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团队与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试验队密切配合，控
制“天问一号”探测器在飞离地球
约120万公里处回望地球，利用
光学导航敏感器对地球、月球成
像，获取了地月合影，国家航天局
对外正式发布了这一影像。

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快的速
度，地月合影的拍摄难度可想而
知。29日，记者采访了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的试验队员，揭秘地月
合影背后的故事。

据悉，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控制所研制的光学导航敏
感器安装在探测器上，可以在飞
近火星的过程中通过对火星成
像，利用火星图像计算火星的形
心位置和视半径大小，结合估计
算法获取探测器相对于火星的
实时位置和速度信息。

探测器在太空中，就像轮船
航行在茫茫大海上，不同的是飞
离地球后没有北斗导航也没有
GPS。在基于地面无线电导航实
现精确定位的基础上，八院研制
团队还给探测器配备了光学导

航敏感器，对深空探测相关光学
导航方法进行工程验证。

专家指出，与传统的无线电
导航不同，光学自主导航可以通
过图像目标识别和特征提取，完
成位置、速度等导航信息的获
取。这也是支撑我国未来进一步
走向宇宙更远空间的重要技术之
一。此次地月成像即由光学导航
敏感器自主曝光拍摄完成。

“光学导航敏感器就好比探
测器的‘眼睛’。”八院控制所光
学导航专家打了个比方：“有了
这双明亮的‘眼睛’，探测器也就
有了自主能力，可以自己看着飞
向目的地了。”

探测器在飞近火星的过程，
八院研制团队将装有长焦镜头的
导航敏感器当作一只“千里眼”，
最远可以在1000万公里的距离
识别火星，还能自主适应火星从点
目标到面目标、从弱目标到强目标
的火星图像提取，从而实现即使没
有外部导航信息，也能够在深空飞
行中自主找到前进的道路。

有了明亮的“眼睛”，“天问
一号”就可以看着火星再踩下刹
车了，而光学自主导航技术也将
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任务的开
展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