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滦入津”：
一座流动的丰碑
新华社天津 4 月 14 日电 河
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有一尊 10 余
米高的白色纪念碑，一名战士形
象巍然而立，望着前方。他注视
的，正是引滦入津工程的起点。
西流的滦水，就是一座流动
的丰碑。

一湾水，两地情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
滨。上世纪 70 年代，天津城市生
活和工农业用水不足现象日益突
出。由于超量抽取地下水，造成
大面积漏斗区，地面平均每年以
80 毫米的惊人速度沉降。
用水最紧张时，
市民只能喝苦
咸水。据介绍，
当时天津甚至制定
了万不得已情况下，
工业分批停产
和疏散城市人口的应急预案。
1981 年 8 月 召 开 的 京 津 用
水紧急会议上，国务院决定引黄
济津。豫鲁冀三省人民顾全大
局，立即响应。
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只有可靠的地表水源才是最
好的出路，
“ 引滦入津”工程雏形
应运而生。
按工程规划，川流不息的滦
河水，
自河北穿燕山余脉，
循黎河
水道，自潘家口-大黑汀水库流
向于桥水库，跨越两百余公里流
入天津。
1982 年 5 月 11 日，引滦入津
工程开工。
一湾水，将津冀两地紧密相
连。

隧洞后重凿新洞才能赶上进度。
铁八师正是负责其中引水隧
洞的关键部分，而部队撤销的消
息突如其来，基层战士们一时难
以接受，工程进度大受影响。
部队和官兵将来怎么办？询
问的信件将刘敏的办公桌堆得满
满当当。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传来
了好消息：天津市同意相关部队
战士都在天津落户转业，并得到
天津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原本不知如何是好的战士
们，
一下子有了底气：
有天津人民
做后盾，什么工程都不在话下。
1983 年 9 月 11 日，甘甜的滦
河水流入天津。
“ 吃水不忘挖井
人”——许多参与工程的战士就
此留下，成为天津人。

绿山水，真金银

进入 21 世纪后，受铁矿石价
格上涨等因素影响，黎河沿岸出
现了大批的采矿企业，当地山体
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为了增
加收入，滦河沿线养殖业悄然兴
起。水体，开始遭受污染。
寻找保护环境与当地居民增
收的平衡点，成为区域流域管理
的重难点。
为此，河北省加大引滦入津
沿线污染治理力度，加快实施上
游潘家口-大黑汀水库库区网箱
养鱼清理工作。截至 2017 年 5
月，潘大水库网箱清理工作已全
部完成，共清理网箱 79575 个、库
鱼 1.73 亿斤。
记者了解，身处下游的于桥
水库周边的居民们也经历了南岸
搬迁、退耕等整治行动。
家住天津市蓟州区白庄子村
的孙大娘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按
子弟兵，爱人民
照土地征用面积每年每户给予补
还组织集中种植蓝莓、金银花
“引滦精神就是为民造福！” 偿，
“现如今环境更好
已经 90 多岁的原铁道兵第八师 等高产值作物，
了、收入更高了”
。
师长刘敏在接受采访时说。
2017年6月，
天津市正式与河
1982 年 1 月，刘敏所在的原
铁八师正式接到命令，参加引滦 北省签订了《关于引滦入津上下游
入津工程。在寒冷的冬季，部队 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根据《协
2016 年至 2018 年，
河北
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打 议》内容，
天津市各出资 3 亿元共同设立
开了进入各个斜井口的通道，抢 省、
盖了临时住房五万余平方米，比 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资
金，
专项用于引滦入津水污染防治
预计准备工期快了 1 个月。
津冀两地还将持续探
施工期间，铁道兵并入铁道 工作。此后，
部，铁八师编制撤销。30 多年过 索流域治理的区域协同新模式。
30 多年过去，南水北调等多
去，刘敏对于部队“最后”一次任
重引水工程的实施，滦河水已不
务，记忆犹新。
施工中，原计划通过 10 余个 再是天津唯一的用水来源，但引
隧洞增大工作面来加快工程进 滦精神及其区域协同的治理经
在津冀人民心中，
是一笔珍贵
度，谁料地下情况复杂，时常塌 验，
方，还牺牲了不少战士，
废弃两个 而永久的财富。

逾 95 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
已成各国人才创新创业理想栖息地
新华社深圳 4 月 14 日电 中
国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才创新
创业的理想栖息地。2018 年中
国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
33.6 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
国人已经超过 95 万人。
这是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14
日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
大会上介绍的。王志刚表示，科
技交流合作最重要的是人员的交
流合作，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近年来，
中国通过更加务实的人才引进政
策，对外国人才来华签证、居住，
进一步放宽条件，
简化程序，
解决
引进人才的社会保障、户籍、子女

教育等问题，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是科技全球化的参与
者、受益者，
也是推动更广泛创新
合作的贡献者、引领者。据了解，
近年来中国全方位加强国际科
技交流，努力构建平等合作、互
利共赢的创新共同体。目前，中
国已经与 160 个国家建立了科
技合作关系，签署政府间合作协
议 114 项，人才交流协议 346 项，
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
200 个 。 中 国 还 积 极 参 与 国 际
“热核聚变”等一系列国际大科
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努力在全
球科学进步和创新发展中贡献中
国的智慧和方案。

避免变相
“掐尖”
选生源

武汉叫停高中提前预录
新华社武汉4月14日电 2019
年武汉中考招生政策近日出炉。
记者从武汉市教育部门获悉，今
年取消“女生优胜奖”
“ 市级科技
小人才”
两项优录加分项目，
同时
延迟公布部分高分考生成绩，严
禁提前预录学生或承诺就读，变
相
“掐尖”
选生源。
今年的中考招生政策中，武
汉取消
“女生优胜奖”
、取消
“市级
科技小人才”
优录加分项目，
增加
“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
民警子女”优录加分项目。考生
可直接在学校申报，具体审核由
各级各类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直接
核查完成，考生无需再到各部门
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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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强
调，今年教育部门将坚持延迟公
布部分高分考生成绩、杜绝过度
关注和炒作；严禁各普通高中学
校参与社会中介机构或个人从事
非法招生活动，或在招生工作中
徇私舞弊、以权谋私；
严禁公办普
通高中学校及其工作人员违规组
织或参加除市教育局统一组织之
外的中考招生咨询宣传活动；严
禁虚假和欺诈宣传或以诋毁其他
学校的方式获取生源；严禁提前
预录学生或承诺就读，变相“掐
尖”
选生源；
严禁接收无普通高中
学籍学生在校借读；严禁以任何
形式向社会机构或个人泄露考生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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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 5 亿年前“生命大爆发”之奥秘
——中国科学家发现寒武纪
“化石宝库”
清江生物群纪实

遥远的 5 亿多年前，地球
上存在过哪些生物？曾令达尔
文感到困惑的“寒武纪生命大
爆 发”到 底 蕴 藏 着 哪 些 奥 秘 ？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该如何看待
那个遥远又遥远的地质时代？
近日，中国科学家在全球
知名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
的论文《华南早寒武世布尔吉
斯页岩型化石库——清江生物
群》，再次引发了圈内圈外对研
究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和动物门
类起源话题的广泛关注。
中国西北大学早期生命与
环境创新研究团队张兴亮、傅
东静等首次公布了他们在湖北
宜昌长阳地区发现的距今 5.18
亿年的寒武纪特异埋藏软躯体
化石库——“清江生物群”。
《科学》杂志在给媒体的简
介中说“揭示寒武纪之秘的新宝
藏出土了”。英国《自然》杂志在
报道中称：
“清江生物群打开了
观察壮观寒武纪的又一个窗口，
各种新的生物类群前所未见。
”
“清江生物群是令人震惊
的科学发现！
”瑞士洛桑大学古
生 物 学 家 艾 莉 森·戴 利 在《科
学》同期刊发的评论文章中说。
这个引发国际科学界不吝
赞美之辞评价的突破性发现，
到底打开了怎样的“新宝藏”？
中国科学家又是如何打开并探
究这个宝藏的？
文/图：
据新华社

寒武纪水下古生物复原图。

2018 年，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的师生在湖北省宜昌市丹
水河进行
“清江生物群”
化石挖掘。

“清江生物群”中发现的水母
化石。

5.18 亿年与 12 年：寒武纪
“化石宝库”渐露真容
2007 年的暑假，西北大学
地质学系教授张兴亮带着傅东
静等几名研究生在湖北宜昌长
阳地区进行野外踏勘。
这里，群山环抱，清江在山
里静静流淌着。一天傍晚，当他
们沿着河边行走时，一块石头引
起了张兴亮的注意。于是他们
便拿出地质锤开始敲了起来，没
想到竟然在石头中发现了拇指
长的半只虫化石。这个“虾”状
节肢动物正是布尔吉斯页岩型
化石库很有代表性的林乔利
虫。紧接着，
他们又在这个位置
找到了寒武纪早期的无脊椎动
物纳罗虫化石。
尽管是一个重大发现，但从

事早期生命研究的科学家似乎
都特别冷静，
发现有数亿年久远
历史的化石似乎并没让他们一
味欢呼雀跃。在与蕴藏着 5.18
亿年前生命信息的林乔利虫化
石
“邂逅”
之后，他们在这片区域
的研究延续了 12 年。
发现清江生物群的宜昌长
阳地处鄂西南山区，寒武纪地层
分布广泛。2007 年后，西北大
学早期生命与环境创新研究团
队的研究人员经过记不清多少
次野外发掘和大量的研究工作，
逐渐揭开了这个寒武纪
“化石宝
库”
的神秘面纱。
“ 刚开始每年去清江两三
次，只要听说水位下降，河床露

出来了，我们就去开采化石，不 “石海”
中搜寻，
找出了两万多枚
论刮风下雨，即使下雪也不例 化石标本。
外。”论文第一作者傅东静副教
科研上的突破是在 2014 年
授回忆道。
取得的重要进展。那时，团队已
采 集 化 石 的 过 程 异 常 艰 经采获了上万块化石。经过无
辛。工人要用撬杠撬出来 1 立 数次分析、比较、研究，
团队终于
方米大小的石块，科研人员用地 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这是一个能
质锤顺着页岩的层面劈，一边劈 够揭示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动物
一边看，直到找到化石，然后是 门类多样性及其演化进程的重
整理、编号、打包……再把挖掘 要化石宝库。
的化石背出山，
带回实验室。
谈到对“清江生物群”的命
在实验室里，
每一块标本都 名，傅东静说，一方面是因为化
要在显微镜下进行前期修复，
使 石埋藏地是在清江与丹水河的
用扫描电镜揭示化石的超微结构 交汇处。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
以及元素组成，
再对化石进行高 希望清江生物群与云南澄江生
精度三维立体扫描……
物群日后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
就这样，
他们在湖北大山的 ‘中国两江生物群’。”

90%
90
%对 1%：科学家对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探索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被称
为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上的一大
“悬案”
。
在 距 今 5.4 亿 年 的 早 寒 武
世，地球生命演化史上出现了一
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生物
创新事件。在不到地球生命发
展史 1%的时间里迅速创生出
了 90%以上的动物门类。寒武
纪地层突然出现了门类众多的
无脊椎动物和最古老的脊椎动
物——
“天下第一鱼”昆明鱼目
化石。但是，
在更为古老的地层
中，长期以来没有找到其明显的
祖先化石，这一现象被称作“寒
武纪生命大爆发”，简称寒武纪
大爆发。
该如何解释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突然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动

物门类，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于
是，寒武纪大爆发与生命起源、
智能起源等一起被列为
“六大自
然科学难题”
。
“要破解寒武纪大爆发的奥
秘，需要找到可靠的化石实证。
而布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则是
探索寒武纪大爆发的最佳窗
口。
”
傅东静说。
布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最
早在 1909 年发现于加拿大落基
山脉寒武纪中期的布尔吉斯页
岩中，并因此命名。百余年来，
这类化石库在全球各地已发现
50 余个，其中加拿大布尔吉斯
页岩生物群和 1984 年发现的我
国云南澄江生物群最为著名，
成
为
“理想的顶级研究目的地”
。
“清江生物群正是顶级的布

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后续挖
掘、研究与保护将有可能为探索
寒武纪大爆发这一重大科学难题
提供多方面科学依据。
”
傅东静说。
据介绍，
对清江生物群已经
采集到的大量珍贵化石标本中
的 4351 件进行初步研究后，已
分类鉴定出 109 个属，其中 53%
为此前从未有过记录的全新属
种。而且，清江生物群中软躯体
生物居多，已发现的后生动物属
中，85％不具有矿化骨骼，绝大
多数为水母、海葵等没有骨骼的
“基础动物”。
更令科学家惊喜的是，
清江
生物群的化石形态保真度很高，
各类群动物保存栩栩如生，
动物
的眼睛、
神经、
内脏等软体组织和
器官的形态结构清晰可见。

生物统计学的“ 稀疏度曲
线”分析显示，清江生物群的物
种多样性将有望超过已知所有
寒武纪软躯体化石库。
“清江生物群的特色和优势
主要体现在新属种比例最高、后
生动物相对多样性最大、软躯体
生物类群最多、化石形态保真度
最优、原生有机质的埋藏保存最
好，
具有难以估量的研究潜力。”
傅东静说。
国外的专家也非常认同中
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清江生
物群）化石丰富度、
多样性和保真
度世界一流，
科学价值巨大。后
续研究将有望填补我们对于寒武
纪大爆发的认知空白并解决动物
门类起源演化方面一系列科学问
题。
”
艾莉森·戴利说。

已知和未知：
已知和未知
：“三幕式寒武纪大爆发假说”和更多的奥秘
近年来，西 北 大学 早期生
命与环境创新研究团队在中国
科学院院士舒德干的带领下，
对澄江生物群及寒武纪大爆发
进行了长期探索，取得了系统
的创新成果。
团队在达尔文提出的地球
生命呈
“树形演化”
猜想基础上，
通过数十年的研究与实证，提出
了
“三幕式寒武纪大爆发假说”
，
勾勒出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分
三阶段依次创生了基础动物、原
口动物、后口动物三大枝系的
“动物大树”
的基本轮廓，
进而首
次构建了完整的早期动物谱系
树框架图。
“随着日后研究工作的展开

和深入，清江生物群将为‘早期
动物谱系树’到底在哪里分叉，
在哪里开枝散叶，
找到更多生物
进化的直接证据。”舒德干院士
说。
清江生物群距离澄江生物
群化石产地 1050 公里。
“生物地
层学研究显示，清江生物群和澄
江生物群是同时代的、位于不同
古地理位置的生物群。二者都
距今约 5.18 亿年，处在寒武纪
生命大爆发时期动物门类爆发
式出现的鼎盛时期。两者的科
学研究价值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论文通讯作者张兴亮教授
说。
与澄江生物群相比，
清江生

物群生活于远离海岸的较深水
环境，
代表了不同生态环境下的
全新生物群落。
“ 这一点从其超
过半数以上的新属种可以证
实。因此，清江生物群后续的大
规模发掘，将为发现和探索新的
躯体构型和新的动物门类提供
第一手材料。
”
张兴亮说。
更令中国科学家感到“ 幸
运”的是：目前全球两个保真度
最高的布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
—— 布尔吉斯和澄江，在埋藏
之后分别经历了高温变质、风化
作用等严重的地质改造，其样本
已无法用于深入开展埋藏学研
究。而在清江生物群发现的软
躯体化石，奇迹般地以原生碳质

薄膜形式保存了原始的有机质。
因此，不仅在古生物 学 研
究 领 域 ，清 江 生 物 群 的 发 现 ，
对于进化生物学、系统发生学
以 及 埋 藏 学 、古 生 态 学 、地 球
化学等交叉学科前沿研究方
向，也具有非常特殊的价值。
“清江生物群将为开展埋藏
学和地球化学研究，
进而开展深
入的古环境研究提供理想素材。
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动物软体结构
特殊埋藏机制问题，
或将在清江
生物群得到破解。
”
张兴亮说。
可以期待，
随着交叉学科研
究的推进，
中国的清江生物群会
带给我们更多：生发更多的问
题，
破解更多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