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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陆军领导
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日前正式成
立，全军和武警部队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习
主席在成立大会上的训词，广大官兵备受
激励鼓舞、深感信心力量，一致表示坚决
拥护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决心以
改革创新精神加快建设强大现代化军队。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
“这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习主席在成立大会上专门代表
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军部队致以热烈
祝贺，广大官兵群情振奋。从领导机关

到基层连队，从高级将领到普通一兵，大
家逐字逐句学习习主席训词，深刻领会
精神要义，感受信任重托，纷纷表示要扛
起时代重任，奋力开拓进取，以不折不扣
落实改革的实际行动和一流的建设成果
向党中央、习主席交出合格答卷。

正投身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总部
和各大军区机关干部表示，组建军委陆
军领导机构，把第二炮兵更名为军委火
箭军，组建军委战略支援部队，是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着眼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构建中国特

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战略举措，必将
载入人民军队光辉史册。领导指挥体制
改革是牵引和推动其他改革的龙头，领
导干部必须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
律、促改革、尽职责，确保各项改革措施
有力有序推进。

从演兵场上到远程立体机动途中，
从大漠戈壁到远海大洋，从边关哨所到
守岛部队，正在执行演训、出访、护航、巡
逻等各项任务的部队，第一时间组织集
中学习，官兵们表示，改革必将为军队发
展注入活力、增添动力，军种结构优化必

然带来部队发展建设效能的提升。一线
官兵必须要听党指挥、服从大局，苦练打
赢本领，以高昂士气高标准完成好各项
任务；对照改革“时间表”，遵循改革“路
线图”，以坚定决心积极主动投身改革强
军大业，打赢改革攻坚战。

军事院校的专家学者表示，三支新调
整组建部队的成立，使军种结构比例得到
优化、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得到加强，反映
了现代战争需求，顺应了世界新军事变革
潮流，凸显了改革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
必将在解决我军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

盾中发挥应有作用，推进战斗力的进一步
解放和发展，加快各军种发展建设步伐。

新调整组建的陆军、火箭军、战略支
援部队官兵把学习贯彻落实习主席训词
作为当前学习贯彻落实习主席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的重点，把习主席训词作为部
队发展建设的根本遵循，表示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指挥，牢记习主席嘱托和
期待，承担起崇高使命和历史重任，全力
以赴强军兴军，用业绩和成果向党和人
民、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习主席汇报。

全军和武警部队广大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在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
支援部队成立大会上的训词，一致表示

以改革创新精神
加快建设强大现代化军队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中央军委
近日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
意见》，全军和武警部队广大官兵认真研
读原文、深刻领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
坚决贯彻落实《意见》要求，用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统一思想和行
动，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改革任务，努
力打赢改革攻坚仗。

从机关到连队，从都市到边防，从
祖国各地的座座军营到在海外执行任
务的各部队，官兵们反复认真学习领
会《意见》精神。大家表示，《意见》全
面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
于改革的决策部署，描绘出构建中国
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宏伟蓝图，
系统阐明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为什
么改、改什么、怎么改，对深化改革提
出指导性意见和明确要求，必将对落
实改革任务起到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

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学习
领会《意见》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抓紧抓好，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重要决策
指示精神上来，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
强烈的使命担当，扎实努力做好各项
工作，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从总部到各大单位机关，从高级领
导干部到普通机关干部，大家纷纷表示，
坚决带头强化号令意识，带头执行决策

部署，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引导官兵深刻
理解和把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总体
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根本指向，
在领会把握改革精神实质中凝聚力量、
鼓舞斗志，把习主席、中央军委深化改革
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做绝对命令来执行，
不断强化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勇敢承担起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历史
责任，汇聚起戮力同心推进改革的强大
势场。

一些部队改革已实质性展开，官兵
们表示，新一轮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
革命性变革，必然涉及机构等级变化、职
能部署调整、个人进退去留等利益调整，
坚决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叫撤就撤、叫
减就减，叫走就走、叫留就留，决不讲条
件、提要求、打折扣。随着改革深入推
进，各种可以预料甚至难以预料的矛盾、
困难和问题将会出现，一定主动出击、敢
抓敢干，不等不靠、不拖不躲，矛盾不上

交、责任不推诿，把棘手的事办妥，把难
办的事办好，确保新旧体制转换期间各
项工作不松不断不乱。

正在执行环球访问、国际维和、亚丁
湾护航任务的官兵虽然远离祖国，但时
刻心系国防和军队改革，借助卫星网络
第一时间学习领会《意见》精神。官兵们
表示，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
务，展示好维护好中国军队良好形象，以
实际行动支持改革、拥护改革。

全军和武警部队广大官兵表示，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的意见》要求

努力打赢改革攻坚仗

新华社成都1月2日专电 （记者
陈健）民间传说，明末清初张献忠兵
败四川，曾经“江中沉银”，大量金银
财宝沉入江底，但具体地点成谜。
2015年底，一批权威考古专家聚集四
川眉山市彭山区，基本确定彭山“江
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
之一。这再次引发人们对张献忠“宝
藏”的关注。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崇祯三年
（1630年）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号称“八
大王”。1643年后，张献忠占据武昌、长
沙，控制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区。
1644年，张献忠攻破成都，在成都称帝，
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
京。但张献忠在成都立足不久，就与南进
的清军展开恶战。1646年，张献忠在四
川西充凤凰山与清军战斗时被箭射死。

关于张献忠沉银，《蜀碧》和《彭山县
志》记载张献忠在江口战败，船被烧沉，
金银随船沉入河中，《蜀警录》则记载张
献忠将搜罗到的金银在江口沉于河中。

彭山江口镇是川西一个平常古镇，
岷江在这里曾有一个古码头，“江口沉
银遗址”就在古码头下游，分布面积
100万平方米。

2005年和2011年，在当地岷江河
道工程建设中，两次发现大量文物，其

中包括刻有“大西”年号的银锭及“西王
赏功”金币、银币等。更引人关注的是
一页残缺的金封册，长12厘米、宽10厘
米、重730克，刻有29个字，经鉴定为国
家一级文物。

“金封册可能是张献忠在成都建立
大西国后，颁布法令的第一页。”彭山区

文管所所长吴天文说。
2015年底，来自故宫博物院考古研

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中国
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水下考
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
位的10余名专家，对沉银遗址、文物进
行研讨后，出具意见书认为：通过与历史

文献相比较，基本可以确定“江口沉银”
的记载可信，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为
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我这几十年经历这种宝藏传闻太
多了，基本上没有属实的，但这次是结
结实实的。”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
长李季表示，一是银锭有大西年号，历
史上只有张献忠用了这个年号；二是从
文物等级来看，只有张献忠有实力拥
有；三是历史记载中有依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
方说：“五十两的银锭、金板，不是一般
人能用的，这么多有关张献忠的文物，
形成证据链。”

专家表示，张献忠大西军是影响明
末清初历史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从目
前出水的“江口沉银”实物来看，涉及了
明末清初广阔的社会层面。“沉银”面目
的揭开，有助于了解张献忠的行军路
线、征饷方式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乃至
从一个侧面反映明末的社会经济、社会
生活和经济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江口沉银遗址”已发生多次
盗掘，专家呼吁，宜尽快立项组织人力
筹集经费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岷江如
果仅靠严防死守，要实现全面保护难度
很大，而目前掌握的水下技术已具备发
掘条件。”李季表示。

张献忠“宝藏”所在地确定
专家呼吁尽快组织考古发掘

据新华社西安1月2日专电（记者
冯国）唐代省部级高官“家藏”了多少宝
贝？武则天的秋官尚书（相当于司法部
长）李晦的墓葬文物新年来临之际首次
公开展览，或许在让人震惊于唐三彩的
惊艳之外能够给出部分答案。

李晦墓位于西安高陵区泾渭街办
马家湾村南，距汉景帝刘启陵园——汉
阳陵约3公里，地面原有陵园、封土、墓
前石刻等。上世纪90年代，受渭河崩
岸和盗贼持续破坏，考古人员遂对其进
行了抢救性发掘。

参与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马永嬴说，该墓葬历史上曾多次
被盗，致使现代小学生都可进入留下“墨
宝”。根据考古发现，李晦墓是由一长斜
坡墓道、7个天井、6个壁龛、7个过洞组
成的。

起初，专家在前后墓室内只找到了
部分陶片。然而，在对一个起初被当做
壁龛的暗道进行持续发掘后，发现了一
个20多米深处的“密室”：墓主人李晦存
身之地——石椁。随后发现一合墓志，

志盖中部阴刻篆文“唐故秋官尚书上柱
国河间县开国子李君墓志铭”，志文38
行，满行36字，共计1285字的志文，详
细记述了墓主人李晦的族谱和生平。

马永嬴说，秋官尚书是武则天改革
官制的产物之一，其职能相当于今天的
司法部长。李晦出身唐朝皇族，是唐太
宗李世民堂侄、唐高宗李治堂弟，因善于

处理政务而深受皇帝赏识。唐中宗时升
任户部尚书，唐睿宗及武则天时期，官拜
右金吾卫大将军、秋官尚书。至永昌元
年去世后，被追封为幽州都督。

由于一个早期盗洞直接打到了石
椁上，椁内文物基本被盗得一干二净。
幸运的是，专家在石椁与室壁之间，发
现了130多件珍贵文物，经鉴定其中一
级文物就达30多件。

根据陈列展览规划，首次展览的主
角是唐三彩，主要包括三彩骑马俑24
件、三彩立俑86件、三彩水井和三彩磨
各1件。其中三彩骑马俑以头饰的差
异可分为小冠俑、风帽俑和幞头俑三
型，人物端坐于马上做演奏状，有的吹
箫，有的持鼓，为乐伎的形态。

专家表示，这批唐三彩无疑是有明
确纪年的唐三彩，而且其时代属于较早
出土的唐三彩。让人惊喜的是，三彩立
俑中的风帽立俑和幞头立俑均为胡人
形象，发黑而卷的昆仑奴（黑人模样）立
俑则是一副牵驼人的形象，引发出对于
丝路商旅的无限遐思。

武则天“司法部长”墓出土文物首次公展
墓葬历史上曾多次被盗，现代小学生曾进入并留下“墨宝”

市民参观李晦墓陪葬的黑奴俑。

江口沉银遗址

据新华社太原1月2日专电（记者
王学涛、王卓伦）记者从山西省考古研究
所了解到，经过一年的研究修复，日前全
国书法艺术名碑“隋栖岩道场舍利塔碑”
一改断裂百余块的残损状态，重焕千年
风采。

隋栖岩道场舍利塔碑碑体石质斑
驳，点痕如鱼子，亦名“鱼子碑”。1979
年，国家文物局公布其为第一批全国书
法艺术名碑。

碑体通高约 3.34 米，宽 0.99 米至
1.15米，厚0.35米至0.39米，碑下有高
约0.9米的碑座。碑体碑额螭首篆书题

“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
16个大字，碑文35行，满行70字，楷书，
字体古拙端严，笔致圆融遒劲，以隋文帝
复兴佛法、广建舍利塔为核心内容。

有学者认为，其刊刻年代应在隋大
业四年之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与文物
保护研究部的南普恒告诉记者，碑体大
体完整，但严重残损，断裂为百余块，部
分残块又分三至四层断裂。

从2012年起，国家文物局陆续下拨
专项保护经费约100万元，由山西省考
古研究所修复人员对石碑进行修复。

山西修复
千年书法名碑

据新华社石家庄1月2日专电（记
者王民）记者从河北省黄骅市文物保护所
获悉，经过近一个月的勘探，具有1400多
年历史的旧城古城遗址勘探工作基本结
束，确定了城墙和护城河位置，将为下一
步古城保护提供重要科研依据。

旧城古城遗址位于黄骅市20公里，
现为旧城镇政府驻地。旧城古城即旧高
城，是历史上高城县的县城，建于北齐天
保七年，废于明洪武九年。

黄骅市文物保护所所长张宝刚介绍
说，旧城镇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文物资源
十分丰富。1970年在旧城村中部地下，
发现绳纹大青砖砌的砖券一条，长约60
米，横穿全村，并有荷花缸、汉代铜钱、铜
器、瓷器出土。古城遗址内常有秦汉时
期陶器，唐宋时期瓷器、骨器、铜器、石器
等各时期的器物出土。1981年，旧城古
城里出土石造像窖藏，发掘出北齐至唐
石造像56件。2008年，旧城古城遗址
被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宝刚说，此次遗址勘测面积大，内
容涵盖面广，包括内外城墙范围及宽窄
度、城门位置、居民区及手工业区位置等
城市布局。遗址勘测对于了解古代城市
的建筑布局、工业文化、军事设防等具有
特殊意义，将对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提供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为以
后古城遗址的保护提供宝贵依据。

河北黄骅市1400多年
历史古城遗址完成勘探

考
古

据新华社郑州1月2日电（记者宋晓东）记
者日前从河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获悉，为了进一
步扩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供水范围，提高受水能
力，“十三五”期间南水北调河南段将建设6座调
蓄工程，扩大供水范围。

据了解，按照工程规划，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多
年平均调水量为95亿立方米，其中年均向河南省
供水约37.7亿立方米。但通水一年来，南水北调
中线总调水量约22亿立方米，河南省实际受水8
亿多立方米。

河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十三五”期间，河南段将在许
昌、郑州、新乡、安阳等地建设沙陀湖、观音寺、薄
壁、洪洲湖、石佛寺和宝莲湖等6座调蓄工程；建
设调蓄池，按7天供水量确定工程规模，在总干渠
及配套工程正常检修维护或发生突发事件时，保
障受水城市供水安全，提升受水能力。

南水北调中线
将再建6座调蓄工程

新华社哈尔滨1月2日电（记者梁书斌）1月2
日，黑龙江省林口县发生6.4级地震。记者从林
口县委和当地应急办了解到，由于本次地震属于
深源地震，林口县城并无明显震感，目前还未接到
人员伤亡的报告。

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1月2日12时22分，
林口县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约580千米。

黑龙江林口县
发生6.4级地震
暂无人员伤亡

1月2日，游人在新建成的昆明瀑布公园参观
游览。

近日，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北部山水新区的昆
明瀑布公园建设完工并免费向市民开放。该公园
于2013年开工建设，总投资约11亿元，是牛栏江
——滇池补水工程的重要配套工程。公园的瀑布
景观区充分利用牛栏江引水入滇工程而形成人工
瀑布及湖泊，其利用约12.5米的地势高差，建设
成宽幅约400米的人工瀑布。 新华社发

昆明瀑布公园
建成并免费开放

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游客在冰长廊内游玩
（1月1日摄）。

从1月1日起，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开始昼夜
全景开放，闭园时间由17时延长至20时，市民游
客可饱览色彩缤纷、如梦似幻的迷人夜色。1至5
日晚在“梦回哈尔滨”景区进行的焰火表演也为园
区夜空增添一抹亮色。 新华社发

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
“大秀”迷人夜色

1月1日，“独竹漂”爱好者在花溪河上表演水
上高难度平衡动作。

2016年元旦，在贵阳市花溪公园平桥河段举
行的贵阳市第31届冬泳表演活动中，数十名“独
竹漂”爱好者在花溪河上脚踏漂浮的竹竿，表演
“金鸡独立”、转身平衡等高难度动作，让观众大饱
眼福。 新华社发

贵阳绝技“独竹漂”
喜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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