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K”寿命近130岁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基准质量

单位都是由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铂铱
合金圆柱体来定义。这个圆柱体学名

“国际千克原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大K”，是1889年第一届国际计量大
会赋予它的原器地位。

据国际计量局数据显示，国际千克
原器服役近130年来，它的质量与各国
保存的质量基准、国际计量局官方作证
基准的一致性出现了约50微克的偏差，
但国际千克原器的质量是否发生了变
化，具体变化了多少至今仍是一个谜。

新定义让质量单位更稳定
“可以想象，我们今天在北京复现

的量值，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未来在火星
上复现的量值将是一致的。”中国计量

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向介绍，用常数重新
定义千克后，质量单位将更加稳定，我
们不必担心国际千克原器质量漂移可
能给全球质量量值统一带来的问题。

方向介绍，对于普通用户、产业界
人士和多数科研人员来说，新定义不
会对他们造成影响，他们的测量结果
仍将是连续的。实际上，所有用于基
本单位重新定义的“常数”都经过了精
确测量与严格验证，从而保障了新单
位的大小“不变”。

最准“标尺”促公平交易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司长谢

军说，无处不在的精准测量，将直接促
进市场公平交易、实现精准医疗、改善
环保节能等，我们在生产生活中都将
能够直接应用最准的“标尺”。

比如，我们目前依靠的实物基准

逐级传递的计量模式，费时费力、效率
低下、误差放大等问题，将得到彻底解
决。不受环境干扰无需校准的实时测
量，使得众多物理量、化学量和生物量
的极限测量等将成为可能，这将引发
仪器仪表产业的颠覆性创新。

得益于更高的测量准确度，我们
将可以测量极高、极低温度的微小变
化，从而更加准确地监测核反应堆内、
航天器表面的温度变化；在生物医药
领域，我们可以准确测量单个细胞内
某种物质的含量。

谢军介绍，我国目前获得国际互
认的校准和测量能力已跃居全球第
三、亚洲第一。我国已独立建立了基
于新定义的千克复现装置，并将强化
计量量子化战略研究，制定量子化时
代的中国计量发展新规划。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千克”被重新定义——

我国计量将迎来国际单位制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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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
平谈“一带一路”》一书，已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 9月 7
日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

耶夫大学演讲的一部分《共同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为开卷篇，以2018年
7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阿合作论
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的
一部分《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收卷篇，收入习

近平同志论述“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文稿42篇，约13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观察和思
考世界形势，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
规律，首倡“一带一路”，得到国际社会

特别是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作为扩大
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共建“一带一
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
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同志对“一带

一路”建设的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
标路径等进行深刻阐述，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造福
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指明了正确方向，勾画了宏伟蓝
图，提供了重要遵循。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
施雨岑、王鹏）于今年4月被英国一
拍卖机构拍卖的圆明园文物青铜“虎
鎣”近日重回祖国怀抱。12月11日，
这件流失海外百余年的文物正式入
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悉，在买下青铜“虎鎣”后，境
外买家通过拍卖机构联系国家文物

局，希望将文物无条件捐赠。在鉴定
接收等各项工作完成后，青铜“虎鎣”
于11月23日安全抵达北京。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是我国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散
回归历程与国家治乱、民族兴衰密
切相关，寄托着中国人民深厚的历
史与文化情感。”国家文物局局长

刘玉珠介绍说，近年来，国家文物
局积极开展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
作，青铜“虎鎣”的回归正是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范例。在刘玉珠眼中，
青铜“虎鎣”的回归，彰显了中国政府
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与负责态
度，也显示了我国流失文物追索工作
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经鉴定，青铜“虎鎣”为西周晚期
文物，顶盖内铸有“自作供鎣”铭文，因
其精美独特的造型、罕见的虎形装饰
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
表示，国家博物馆将于青铜“虎鎣”
入藏后，妥善保管、做好展陈，深入
研究，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流失海外的青铜文物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宝“虎鎣”重回祖国

与这些文物相比，青铜“虎鎣”无
疑是个“幸运儿”。在它归来的身影
背后，是一个国家不懈的努力——

近年来，我国不断探索促成流
失文物回归的多种途径，逐步建立
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
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的流失文物
追索返还工作模式，成功促成了30
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回归
祖国，其中圆明园鼠首兔首、秦公晋
侯青铜器、大堡子山金饰片等重要
文物已先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

同时，国家文物局还上线了中
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
为追缴被盗文物及海外流失文物依
法追索提供依据。

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对自身
文化认同的加深，民间力量开始在
流失文物的追索中发挥作用。福建
省大田县阳春村村民近年来还拿起
法律武器，向荷兰收藏家跨国追索
被盗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

但毫无疑问的是，流失文物的
追索依然任重道远。

“今后，我们将本着合作、开放
的态度，在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统筹引导收藏机构、协会组织、媒
体与社会各界的积极力量，推进流
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更加主动有
序开展，为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流
失文物追索返还国际规则贡献中
国力量、中国智慧。”国家文物局局
长刘玉珠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
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
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
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150多年前，法国文豪雨果这
样描写圆明园的悲剧：“这个奇迹已
经消失了。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
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
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

圆明园被洗劫，是风雨飘摇的
中国近代史中，大批文物苦难命运
的缩影。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
易等原因，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国
文物流失到海外，几乎涵盖所有文
物种类。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
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
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万件
中国文物，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大

约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
对承载灿烂文明的文物来说，

回到它们的诞生之地是最好的归
宿。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
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
法的公约》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
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
约》——这是目前关于流失文物返
还领域的两大国际公约。在实际操
作中，前者缺乏强有力的履约监督
机制，后者则缔约成员国数量有限，
结构失衡，大部分主要文物进口国
尚未签署该公约。

而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拍
卖公司利用中国买家的民族情结来
进行商业炒作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中国流失文物”成了一个极有市场
号召力的标签，致使价格节节攀升，
也对民族情感造成了“二次伤害”。

今年3月，青铜“虎鎣”的图片出
现在英国一拍卖机构的网站上，它
将于4月11日被拍卖的消息，吸引
了各方关注目光。

相关资料显示，青铜“虎鎣”原
为清宫皇室旧藏，1860年被英国军
官哈利·埃文斯从圆明园劫掠获得，
此后一直由其家族收藏。

国家文物局得知消息后立即开展
信息收集、鉴定研究，在基本确认青铜

“虎鎣”为圆明园流失文物后，数次通
过多种渠道联系英国相关拍卖机构，
希望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

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发表声
明，强烈反对并谴责该机构执意拍
卖流失文物的行为，表示将继续按
照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规定，通过
一切必要途径开展流失文物追索。

随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国内
主要文物艺术品拍卖平台等相继发
声，表示如该拍卖机构执意拍卖我
国流失文物，将终止与其开展的一
切商业合作往来。

4月11日，青铜“虎鎣”以41万
英镑价格在英国成交。

“逆转”出现在4月底，国家文物
局收到英国拍卖机构负责人邮件，
称青铜“虎鎣”境外买家希望将文物
无条件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9月21日，国家文物局代表团
会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组赴英开
展实物鉴定。包括科技检测在内的
鉴定结果均显示，青铜“虎鎣”符合
西周晚期青铜器基本特征。当日，
文物交接确认书顺利签署。

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空中距离8100多公里，航程约10小时。
北京时间11月23日，流落异乡的青铜“虎鎣”搭乘飞机回到故土。这条归家之路，一波三折，它走了百余年。

漫漫回家路，“虎鎣”走了百余年

放在巴黎国际计量局保险箱里
的国际千克原器（“大K”）。新华社发

这一天是农历初八，月亮接近
上弦，22时30分左右下落，从此以
后直到15日凌晨，都是观看和拍摄
的好时机

（据新华社天津12月11日电）

今日关注

充满戏剧性“逆转”
的归途

还有多少“虎鎣”流离失所？ 海外流失文物
归家“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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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每年最值得期待的流星雨
之一，14日双子座将迎来极大流星
雨，峰值每小时的天顶流量在120
颗左右

天文专家介绍

届时，如果天气晴好，面向
东北方天空，我国公众用肉眼
即可观赏到明亮的火流星“绽
放”夜空的美妙场景

双子座流星雨的活
跃期在每年的

12月4日至17日

今年预计出现在

北京时间14日20时

1414日双子座迎来日双子座迎来
极大流星雨极大流星雨
每小时天顶流量每小时天顶流量

120120颗左右颗左右

制图/王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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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2月10日电（记者周
舟）美国马里兰大学天文学系网站日
前发布消息说，一颗小彗星16日将抵
达近地点，成为2018年夜空中最明亮
的彗星。

据马里兰大学相关观测项目介
绍，这颗名为46P/维尔塔宁的彗星将
在到达近日点近4天后，于美国东部
时间16日8时6分（北京时间16日21
时6分）到达近地点——距离地球约
1150 万千米处。这是自 1950 年以
来，距离地球第十近的彗星飞掠。

这颗彗星本身相对较亮，如果大
气透明度足够好，甚至肉眼可见。

今年最亮彗星
将于16日抵达近地点

这是“雪龙”号船边的帝企鹅。
连日来，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搭乘的“雪

龙”号极地考察船停靠在南极中山站固定冰外缘
海域，距离中山站44公里处卸运物资。一群帝企
鹅和阿德利企鹅“陪伴”左右，对“雪龙”号充满好
奇。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雪龙”号停靠南极中山站海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悬挂应急救
援专用号牌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中符
合执行和保障应急救援任务规定的悬挂专用号
牌，主要包括灭火消防车、举高消防车、专勤消防
车、战勤保障消防车、消防摩托车、应急救援指挥
车、救援运输车、消防宣传车、火场勘查车等。应急
部为专用号牌及配套行驶证件的核发主管单位。
驾驶悬挂专用号牌车辆的人员须持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核发的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

《通知》明确，悬挂专用号牌的车辆执行应急
救援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
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非
执行应急救援任务时，悬挂专用号牌的车辆不得
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自觉维护公共交
通安全和秩序。

国办印发《通知》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
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刘慧）长生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日公告称，收到证监会行
政处罚决定书，相关人员收到市场禁入决定书。
公告显示，证监会对长生生物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对高俊芳、张晶、刘景晔、蒋强华采
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与此同时，证监会还对高俊芳、张晶、刘景晔、
蒋强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对张
友奎、赵春志、张洺豪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0万
元罚款；对刘良文、王祥明、徐泓、沈义、马东光、鞠
长军、万里明、王群、赵志伟、杨鸣雯给予警告，并
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此外，还对张友奎、赵春
志、张洺豪采取5年市场禁入措施。

长生生物同步发布的另一公告称，已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事先告知书，深
交所拟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后
续，深交所将根据相关规则作出是否对公司股票
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决定。

证监会对长生生物和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高俊芳等被终身禁入证券市场

据新华社天津12月11日电（记者毛振华）张
黎明是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分公司配电抢修一班班
长。都说创新是实验室里科研工作者的事，可作
为一名扎根一线31年的老师傅，他不服输。

这些年，在他和团队的创新努力下，公司累计
开展技术革新400余项，获国家专利158项。凭
着这股倔劲，张黎明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行业
里响当当的电力“蓝领创客”，被誉为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典型代表。

第二代人工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钢铁
侠”，是张黎明带领团队花费数百个日夜苦心钻研
的得意之作。它采用激光雷达等精度更高的多维
传感器，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相比第一代自动化程
度更高，这也是中新天津生态城惠风溪智慧能源
小镇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带电作业称得上电力
行业最危险的专业，有了‘钢铁侠’，今后就可以让
机器人代替人在电网上做‘微创手术’了。”张黎明
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让电路抢修更快，他和同事们反复试验，
发明了“可摘取式低压刀闸”。线路变压器发生保
险片短路烧毁故障的抢修时间，从过去的45分钟
缩短到8分钟。随着这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并得
到广泛推广，每年能减少因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
超过300万元。

张黎明创新工作室还孵化出“星空”“蒲公英”
等10个创新工作坊，培养出了更多肯钻研、爱创
新的“蓝领创客”。

张黎明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产
业工人的杰出代表。从技校毕业生到技能专家，
从普通工人到全国劳模、十九大代表，他用实际行
动谱写了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

“时代楷模”张黎明：
点亮新时代产业工人创新之路

“千克死了，千克永存。”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11日召开国际单位重
大变革新闻发布会，随着国际单位
制迎来重大变革，从明年5月20日
起，中国将开始使用新修订后的国
际单位制。届时，“千克”不再依赖
实物来体现，计量将会更加方便精
准，其误差将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决
定，到明年的5月20日，“国际千克
原器”将正式退役，取代它的将是符
号为h的普朗克常数。经过全球各
国国家计量院的多年研究，国际测
量体系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部建立
在不变的自然常数上。至此，国际
计量单位制的7个基本单位全部实
现由常数定义，这是改变国际单位
制采用实物计量的历史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