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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建设项目
工地，为抢回疫情耽误的工期，从今
年2月 9日复工后，广大员工放弃了
所有的节假日。在刚刚过去的“五
一”假日期间，工人们也坚守在施工
一线。目前建设工作有序稳步推
进，该项目计划于 2022年年底建成
竣工。

图为“五一”期间，工人们在工
地上紧张施工。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假期中的劳动者

“五一”长假，在新疆库车市阿克吾斯

塘乡长水村博斯坦核桃专业合作社内，工

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分拣红枣、核桃，一派

忙碌的工作景象。

合作社负责人阿不都热合曼·克比尔

开心地说：“这个长假接到许多订单，太忙

了。现在，一天线上营业额在 2万元左右，

碰到‘双十一’和‘双十二’，一天的营业额

能达 30万元。”

在村民眼里，他是个“好巴郎”（小伙

子）。他通过电商模式，把当地的核桃卖到

了全国各地，解决了当地 300 余人的长期

就业；让合作社成员及周边村民的核桃、红

枣产量提高了 20%，品质提高了一个档

次。他多次被市里评为“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并荣获“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荣

誉称号。

电商模式让核桃不愁销

2012年 10月，在宁波援疆指挥部的安

排下，阿不都热合曼远赴杭州参加为期一

年的电商培训。

培训中，他勤勤恳恳学技术，还被评选

为“学习标兵”。渐渐地，他脑海中也有了

明确的创业想法：“村里的核桃和红枣品质

都非常好，自己也学到了技术，可以回家创

业。”

培训结束后，学成回乡的他于 2013 年

6 月，接手经营父亲创办的博斯坦核桃专

业合作社。他与阿里巴巴集团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在电商平台上开设网店，实现互联

网+合作社+农民的电商销售模式。

看到电商带来的效益后，为了让产品

远销各地，他在当地建立了网购产品生产

包装车间。2017年 10月，他在西安市布局

机构，专门负责线上销售与内地销售的订

单处理。

2019 年，合作社的销售额达 3200 万

元，社员人均收入增长 1万余元。

“现在合作社的销售渠道一天比一天

畅通，销量一年比一年多，村里乡亲们的核

桃再也不愁销路，看着贫困户的腰包越来

越鼓，我心里也很高兴。”阿不都热合曼自

豪地说。

“三优先”服务贫困户

“一人富不是真的富，我要带动乡亲们

和我一起富。”

创业成功的阿不都热合曼，从未忘记

伴他一起成长的乡里乡亲们。

在合作社内部，他提出“优先收购贫困

户的核桃、优先为贫困户提供核桃园技术

服务、优先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的 3个

优先服务理念。

贯彻这一理念，他先后分批次组织全

村及周边村的 300 余名富余劳动力，开展

红枣、核桃的清洗、加工、包装等技能培

训。培训结束后，这 300 余名富余劳动力

全部被吸纳到合作社就业。

“他是个好巴郎，不仅给我们提供培训

平台，培训结束后还让我们到合作社就业，

解决了我们一家脱贫的大难题。”贫困户尼

亚孜·买买提高兴地说。

迪来沙木·加玛力也是村里的贫困户，

家里仅有 3亩核桃地，两个孩子要上学，又

没有技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阿不都热

合曼聘请核桃种植专家到迪来沙木家免费

授课，进行技术指导，帮助她提高产量，同

时还高价收购她家的核桃和红枣。

“太感谢他了。现在，我在家务农，我

丈夫在合作社上班，每月能拿到 3500 元左

右工资，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家里的

核桃也不愁销路，日子越来越好了。”迪来

沙木感激地说。

“村民家的核桃和红枣质量高了，不仅

可以多挣钱，还能提高合作社加工的产品

品质，这样能实现双赢。”阿不都热合曼说。

让更多农产品走向
发达地区

艾合买提·尼亚孜家中有两亩核桃园，

但由于不懂种植技术和管理，每年收的核

桃很少，收入也很少。

阿不都热合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动

员他加入合作社。入社后，在合作社的帮

助下，他改变种植、施肥方法和管理方法，

科学种植、施肥，核桃收入每年都上万元。

核桃合作社社员已由最初的 12 名发

展至 287 名。在合作社的示范带动下，越

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入社，不少种小麦、玉米

的村民为搭上电商的顺风车也开始种核

桃。

“党和国家的援疆决策，开阔了我们的

眼界，增长了我们的见识，今后，我们要把

这里更多的农产品打入东部沿海发达地

区。”阿不都热合曼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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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下午，广东虎门大桥发生异常抖动，

不少过往群众表示整个大桥像波浪一样“起

起伏伏”地摇晃，引发热议。随后，大桥管理

部门封闭了大桥。

据了解，相关领域专家已赶赴现场。在

综合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柳成荫、肖

仪清和顾磊等老师意见后，专家分析认为，现

场风速达到 8 米/秒左右，引发桥梁限幅涡振

（桥梁涡振是一种兼有自激振动和强迫振动

特性的有限振幅振动，其有限振幅计算是一

个十分重要但又异常困难的问题）。

据悉，虎门大桥正在维修施工中，桥面加

了 1.2 米高的挡墙，破坏了断面流线型，从而

引发涡振。目前，挡墙正在拆除。

虎门大桥是广深珠高速公路网的主要

组成部分，连接珠江两岸，沟通深圳、珠海等

重要城市，是广东沿海地区的重要交通枢

纽。虎门大桥于 1992 年动工建设，1997 年建

成通车。

虎门大桥系国家重点工
程，多项技术曾获创新大奖

投资近 30亿元的虎门大桥是国家重点工

程，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现代

化悬索桥。它建设规模大，结构新颖，受外界

环境影响大，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均为国内

首次尝试，在我国桥梁史上有特殊的地位。

“尽管虎门大桥地处台风多发地带，但

是在设计之初已经充分考虑这一因素，抗风

系数肯定是很高的。”深圳移步设计公司建

筑设计师贾永曾长期从事桥梁设计工作，他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虎门大桥到现在不过

20 年的时间，我国的桥梁大部分都会按百年

规划来设计。”

虎门大桥建设期间，我国的大跨径现代

悬索桥技术可以说是空白阶段，没有现成的

施工技术标准和设计规范。从后来的情况来

看，中国的工程师们很好地完成了设计和建

造工作。正因为如此，虎门大桥项目不仅获

得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更有数项技术获广

东省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桥梁实时监测系统不
可或缺，但维护有好有坏

桥梁的安全，包括抗震和抗风都是在设

计和建造中的关键要素。为了实时了解桥梁

的安全要素，现代桥梁一般都有健康监测与

评估系统。这是一套软硬件结合的系统，对

桥梁的裂缝、航道、车流量、大桥的环境温度、

振动情况、移位情况等进行实时监测预警。

业内人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虎门大桥

也有一套这样的监测系统，通过对桥的连续

位移进行实时监测，了解桥梁结构在各种作

用下的实际受力状态和工作状况；同时通过

分析监测结果得到结构的振动参数，验证结

构的抗风、抗震设计，实现对大跨桥梁安全

的实时监测。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业内人士表示，建筑

的监测系统维护起来并不容易，一般 10 年左

右软硬件都需要更新，有些项目并不一定能

及时置换更新，但他也强调，桥梁监测是所有

建筑中最为重要的，像虎门大桥这样的重要

枢纽监测系统应该会保持良好运转。

美国塔科马海峡大桥
曾被微风摧毁

对于此次虎门大桥异常抖动，一开始许

多人认为是当时主桥风速过大造成的。但也

有当地民众表示“风并不太大”。说起来，历

史上还真有风不大，但桥晃塌了的案例发

生。最著名的便是美国塔科马海峡大桥在微

风中塌陷。

塔科马海峡大桥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塔

科马的悬索桥。1940 年，在通车 4 个月后这

座桥梁突然塌陷。据记载，当时的风速并不

大，照理这样的风速本应对大桥构不成威胁，

但大桥还是戏剧性地被微风摧毁。

这次坍塌被认为是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分

析不严密所致，对后续的桥梁设计和建造产

生了深远影响，后来所有的桥梁，无论是整体

还是局部，都必须通过严格的数学分析和风

洞测试。 （科技日报北京5月5日电）

建成 20多年，曾获多项创新大奖

异常晃动的虎门大桥怎么了

（上接第一版）第二天早上，那位亲戚上街去……

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几

周之后，黑死病挺进米兰、都灵、维罗纳……

其中，佛罗伦萨最严重，城里的 9.5 万人死掉

了 5.5万人。

“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成了人间地狱：

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

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

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

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

的踪影……”被誉为中世纪文学三杰的意大

利作家薄伽丘亲历了这场黑死病，他在小说

集《十日谈》中如是写道。

1348年，瘟神兵分多路，征服了整个欧洲

大陆，而被海峡阻隔的英格兰也没能撑过第

二年春天。1349年 5月，伦敦原有的 5万居民

只剩下 3万。紧接着，英国商船把病毒带到斯

堪的纳维亚，连格陵兰岛都遭了殃。

人们闻黑死病色变，中世纪欧洲陷入至

暗时刻。这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共同感到如此

无助：瘟神无孔不入、没有国界、不分种族，任

何一个国家都别想幸免。

找不着元凶，那就找
替罪羊

14世纪中叶，欧洲已经医学院林立，但当

时的医学知识还不足以应付这种新发传染

病。医生们多认为病因是体液不调，或遭了

天谴。他们对黑死病到底会不会传染都还在

争论，更别提对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认知了。

治疗方法千奇百怪：将洋葱、蛇、鸽子煮熟

剁碎敷于患处；喝醋，喝泻药，喝甜酒，喝大麦汤

炖金箔，甚至喝砷和水银制成的“解毒糖浆”。

最荒唐的疗法是，鞭笞患者祈求上帝开恩。

治疗无望的欧洲人惶惶不可终日，各种

谣言和论断开始满天飞。人们发现当地的犹

太人居然没有感染黑死病，开始怀疑黑死病

是犹太人在井水里投毒制造的。没多久，在

瑞士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这个“投毒”的

犹太人阿济迈就被抓住了。这名药剂师不堪

忍受被烙铁烧腋下、脚底、生殖器，被铁钳将

指甲一片片剥下，终于向法官“承认”投毒。

阿济迈的惨烈遭遇只是序幕。很快，德

国、法国各地都开始审讯犹太人，甚至在没有

犹太人的地方，也找到了被犹太人买通的“内

奸”。尽管有议员提出：刑讯逼供的供词不可

轻信，而且死于黑死病的犹太人也不在少数，

难道他们傻到连自己人一块毒死？而在巴塞

罗那等大城市，还镇压过反犹太人的暴动。

但民众太需要找到对灾难的解释了，替罪羊

是一定要有的。

小规模迫害发展为大规模种族屠杀，掌

权人为保自己的权威，不仅默许这些暴行，还

把坚持理性立场的议员和市长革职，推动了

屠杀犹太人合法化、正当化。犹太人被烧掉

住宅、扒光衣服、抢走财物、集中烧死……在

多个城市，绝望的犹太人用集体自杀的方式

来表达反抗。

矛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被转嫁到社会贫

苦阶层和少数民族头上，兴起迫害异教徒和

少数民族的狂潮。在一些地方，吉普赛人被

指传播黑死病而被烧死；与“异端”有联系的

黑猫也被视为传播者，被大规模猎杀，一同受

牵连的还有女巫——黑猫是女巫的化身，她

们与大量野猫一起被送进火场……

既然找不到头绪对瘟疫下手，那就清除

一切“鬼祟”事物。如果说瘟疫是天灾，那蒙

昧就是人祸。在黑死病大暴发后的 200 多年

里，西班牙以外的西欧和中欧，犹太人几乎

绝迹。

科学揭开真相，犹太
人被污名化几百年

从 14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初，黑死病在

欧洲间歇性多次暴发。几百年来，欧洲的医

生编写了有关黑死病的医学专著 300 余部，

但只是对其传染性有初步认识，成因却一无

所知。现代医学揪出了鼠疫杆菌，破解了黑

死病的传播途径：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黑

死病就是臭名昭著的鼠疫，早在 6 世纪东罗

马帝国时期就蹂躏过欧洲人。但时至今日，

鼠疫杆菌从何而来还没有定论，黑死病的消

退仍是西方疫病学家、历史学家长期争论的

问题。

与黑死病纠缠的漫长过程中，欧洲人摸

索出一些有效的防疫措施。1348 年，巴黎医

学院发布了一份有关流行病的指南，建议用

熏香和甘菊熏烤家中以及人员拥挤的公共场

所，还推荐使用玫瑰水和醋定期清洗病人居

住的房间。威尼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监

察城内防疫措施，包括转运尸体时应用特殊

方式、确保墓穴挖掘深度和严禁曝尸街头。

隔 离 是 当 时 对 抗 黑 死 病 最 有 效 的 手

段。威尼斯在 1374 年成为第一个禁止来自

疫区的旅行者和商人进入的城市，很快其他

意大利城邦也开始效仿。1377 年，亚得里亚

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首先要求所有来自

疫区的商船在港口外指定地点停泊 40 天后

才允许靠岸。

患者隔离、村庄隔离、往来人员隔离、货

物隔离……欧洲各国从黑死病乍到时的一盘

散沙，到先后采取集体防疫措施，再到国际间

相互合作。一个共识是，有组织地集体性抗

疫是最终各国先后摆脱黑死病的因素之一。

居住和卫生习惯上的变化，也拉开了人

与老鼠、跳蚤接触的距离。工业化进程导致

木材短缺，出现砖石结构的房子，老鼠没有稻

草屋顶作为方便的居所了。随着城市公共卫

生条件的改善，欧洲人告别了街道上遍地粪

便的时代。

是的，黑死病不是被消灭的，而是随着若

干社会因素的变化悄然消失了。大规模杀猫

消灭不了黑死病，反而让老鼠更加有恃无恐地

传播瘟疫。同样适得其反的还有不洗澡——

黑死病来袭后，欧洲人相信体垢可以作为屏

障让空气中的毒无法进入身体而拒绝洗澡，

人为创造了更好的感染条件。他们却言之凿

凿去迫害因宗教理由要每周洗澡、所以相对

而言没那么容易被感染的犹太人。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席卷全球

的瘟疫，黑死病凶猛传播背后，是欧亚大陆交

通往来突飞猛进所伴随的人群流动风险的不

可阻挡。生物间感染的风险，从那时就成为

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

之一。瘟疫会不断改头换面，始终与人类发

展进程共生。

黑死病已成往事，那蒙昧和荒唐呢？也

一并尘封在黑暗的中世纪了吗？

5 月 5 日下午，广东虎门大桥悬索桥桥面

晃动比较大，振幅较为明显，对行车造成不舒

适感。为保障通行安全，交警部门已采取交

通管制措施，对悬索桥双向交通进行全封闭

管理。

不止虎门大桥。4 月 26 日，武汉鹦鹉洲

长江大桥桥体如波浪般晃动；2013 年 9 月，杭

州湾跨海大桥也发生了桥体抖动……

悬索桥有什么优势？桥面晃动是否会对

安全造成影响？科技日报记者5日采访了中铁

四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周江。

周江认为，悬索桥是以主缆为主承力结

构、加劲梁通过吊索“吊挂”在主缆上的一种

桥型。因为加劲梁采用很多根相隔一定间距

的吊索吊挂，其承受的弯矩不会因为跨径增

大而增加，即跨径对加劲梁的制约比其他桥

型好很多，故悬索桥是跨越能力最大的桥型。

他谈到，悬索桥相对拱桥、斜拉桥、梁桥

而言，视觉效果上显得柔细一些。其抗风振

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梁的截面形式和横向刚

度。梁的截面形式指的是要具有良好的流线

型（如带风嘴的扁平钢箱梁）或透风系数（如

钢桁梁），横向刚度至加劲梁的重力、截面特

性以及吊索间距等形成的抵抗横风的能力。

“悬索桥是一种高超静定结构，影响抗风

振能力的因素还有很多。”周江认为，抗风设

计规范的现代悬索桥，只要风力不超过设计

允许范围，其结构安全性是不用担心的。

同时，他也提到，发生晃动，虽然桥梁结

构是安全的，但行车可能受到影响，故要临时

封闭检测，以确保安全。

据虎门大桥桥梁专业人员介绍，桥梁遇

到特殊风况会晃动是正常的，一般遇到旋涡

风桥面晃动比较大。

专家谈悬索大桥：只要风力不超设计范围 安全性不用担心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5 日电 （记者唐
婷）5 日下午，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评选结果在线揭晓。受疫情影响，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首次以网络会议形

式召开，并全网直播。

据介绍，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

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西神

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

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

时期壁画墓、广东“南海 I 号”南宋沉船水

下考古发掘项目入选 2019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我们对于

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

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国家文物局将

继续指导、协调各考古单位加强学术科研，

以考古实证中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科

学地揭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和核心特

质，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端”揭晓

“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市市民以不同方式放松心情，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假期。图为
北京王府井书店的工作人员把图书摆在室外供市民选购。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本报记者 龙跃梅 叶 青

本报记者 李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