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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江保护法》
你了解多少

3月 22日是世界水日，今年的主题是“Valuing Water”（珍惜
水、爱护水）。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丰富的水资源哺育
着沿岸的人民，但“长江病了”。为治好长江，《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江保护法》今年开始施行。扫描二维码测一测，关于《长江保
护法》你了解多少？

图为 2019年 12月 21日拍摄的重庆市奉节白帝城及周边
景象（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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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 婷

3月 20日，记者从成都举行的“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获悉，四川省在 2019

年 11月至 2020年 5月期间开展的三星堆遗址

考古调查、发掘中，新发现 6座三星堆文化“祭

祀坑”，目前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据介绍，“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

在 3.5—19 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 号坑

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 号和 8 号坑正在发掘坑

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

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

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

要文物 500余件。

其中，三星堆遗址的 5 号坑面积只有 3.5

平方米左右，是所有坑里最小的一个，但却是

目前出土金器最多的一个坑，这次备受关注

的金面具就是从这里出土的。

最初，考古工作人员在 5 号坑发现了多

个金箔片，由于褶皱十分严重，无法断定是何

物。考古工作人员将其带到文保修复实验室

后，将粘裹着的土和附着物取掉后，金箔片被

一点点展开，再经过清洗，金面具的形象就慢

慢显露出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与三星堆遗址 1、2号坑中

出土的金面具相比，此次最新出土的金面具，

显得格外厚重且与众不同。

在考古工作中，考古研究团队充分运用

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

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

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

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

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

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

量与高水平。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新发现进一

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

涵，有助于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深入开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专家表示。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

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

岸。遗址分布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核心区域

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是四川

盆地目前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

高的中心性遗址。

该遗址发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新中

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

遗 址 考 古 工 作 。 1986 年 发 现 1、2 号“ 祭 祀

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

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

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

文化面貌。1987 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

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

周之际。1988年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三星堆遗址考古与

研究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指导四川省

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

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

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

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考

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

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发现

三星堆文化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

化分布范围，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

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此外，考古工作者

在成都平原发现以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

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

等 8 处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城址，

以及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等成都平原商周

时期重要城址，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

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区巴蜀

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

目，以三星堆、竹瓦街、小田溪、城坝等遗址为

重点，深入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

时，指导四川省、广汉市推进三星堆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用好考古与历史

研究成果，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三星堆发掘连拆“6个盲盒”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科技日报讯（记者陆成宽）3月 20日，第

二届国家干细胞资源库创新联盟大会暨标

准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向国家干细胞资源库颁发

了我国第一张生物样本库认可证书；同时，

中国细胞生物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发布了 6

项干细胞领域团体标准。

据了解，国家干细胞资源库是国内首家

获得 ISO 20387 认可的生物样本库，也是国

际首家获得认可的干细胞资源库，标志着我

国生物样本库的认可制度建设已经走在世

界前列。通过该项认可制度，将更好地推动

中国生物样本库建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确

保生物样本质量，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与共

享，为人类保存和利用好珍贵的遗传资源奠

定基础。

此次发布的 6 项干细胞团体标准包括

《人间充质干细胞》《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

胞》《人 诱 导 多 能 干 细 胞》《人 心 肌 细 胞》

《人造血干/祖细胞》《原代人肝细胞》，这

些标准对相应的细胞生物学特性、关键质

量属性、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和质量控制、

检验方法及规则、包装与标签、储存运输等

方面进行了系统规定，将有力促进干细胞

产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文亚

指出，国家干细胞资源库获得认可及标准发

布，推动了干细胞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的

发展格局，是中国科学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的重要体现。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司二级

巡视员傅小锋对联盟率先布局标准体系建

设，实现优势互补，加快干细胞临床应用表

示高度肯定和认可。

国家干细胞资源库获国内首张生物样本库认可证书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四川，广汉，三星堆。

一场正在此间进行的考古发掘，再次令

热搜为之沸腾。

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青铜神树、精

美牙雕残件……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 6 个

“祭祀坑”，目前已出土重要文物 500余件。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三星堆“祭

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

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值

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

“此次考古发掘秉持的精细发掘理念，采

用的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构建的考古发掘现

场预防性保护新模式，可以说，为今后考古发

掘和研究树起了一个新标杆。”王巍 3月 21日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田野考古到实验室考古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

操作系统……一位在文物报道领域深耕多年

的记者，亲临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后也不禁

感叹：现场太震撼了，考古科技刷新认知！

过去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多的是在露天

条件下开展，此次考古发掘不仅搭建了现代

化的考古发掘大棚，为了更好地保护出土文

物，尤其是脆弱的有机质文物，还专门建造了

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等设施。在王巍看来，

此次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过去是难以想象

的，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

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

“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设

备，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

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举例道，“在

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内，通过电子显微镜、三

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就可以不间断

地发掘、发现、记录那些细小的遗存现象。”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彭小军表

示，借助高科技手段，开展更为精细的考古发

掘工作，有利于更多地提取遗址中的多学科

信息，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或能弥补

20 世纪 80 年代对三星堆遗址 1 号和 2 号坑进

行发掘时留下的一些缺憾，能对这些坑的性

质有所明判。

为明确年代提供实锤

一直以来，围绕三星堆遗址，有多个长期

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

题和性质问题。

“受当时技术水平、采样质量和数量等因

素影响，多年前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碳 14测年，

所得到的年代结果为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和

用其他方式获取的考古学信息相比，大家普

遍认为这一结果明显偏早。”孙华指出。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结合出土器

物形制、风格和地层关系等多种信息来进行

类比和交叉断代是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然

而，学界对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认识存

在很多分歧。因此，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判

定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商中期，也有

学者认为是春秋时期。

孙华介绍，不同于过去三星堆 1号和 2号

坑的碳 14 年代测定，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样

方面，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也更恰当；在

标本测量方面，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

的加速器质谱仪，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

负 25年之内。

“尽管最终的测年结果还没有正式发

布，我们相信，这次的工作可以为精准测定

三 星 堆 遗 址 年 代 问 题 起 到 一 锤 定 音 的 作

用。”孙华说。 （下转第二版）

科技之烛照亮三星堆考古现场

废弃的钢铁冶炼厂变身滑雪大跳台，

成为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再利用

直接结合的竞赛场馆；

5G 加持为运动员提供健康保障，可

在冬奥赛场上通过医疗单兵系统实现远

程救治；

我国自主设计的高山滑雪服比海外

采购服装总阻力下降 4%，“快、护、暖、美”

的冬奥战服将全面提升国家队的服装装

备水准。

这些高科技成果的集结亮相，交出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支

持项目的阶段性成绩单。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自2018年立项，聚

焦冬奥会科学办赛关键技术、冬季项目运

动训练与比赛关键技术、公共安全保障关

键技术等5大技术板块方向，重点围绕零排

供能、绿色出行、5G共享等 8个方面统筹设

计重点任务。”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

吴远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截至 2020 年末，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共批复

立项58项，大批技术成果交付应用。

科学办赛产出多项
“奥运首创”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足一周年，北

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冰丝

带”展露出它梦幻的模样——3360 块曲面

玻璃拼装而成的外墙下，是首次研发应用

的 20450 米国产高钒密闭索；应用了世界

首个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制冰技术，实现

碳排放趋近于零，成为低碳绿色运动场馆

的样板工程。

然而，此前使用的都是进口钢索，上马

国产钢索谁能保证不出风险？为确保冬奥

场馆建设万无一失，科技冬奥重点专项专

门立项支持，工程团队花费 3 个月时间跑

遍全国寻找厂家，成功研制出第一根试制

索。最终，中国创新为冬奥场馆建设“实力

破题”。

值得关注的是，“冰丝带”的碳排放接

近于零。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技术的应

用，可使冰面温差控制在 0.5 摄氏度以内，

不会出现各个部位温度不一、冰面硬度不

均匀的情况；采用环保性和安全性最佳的

自然冷媒——二氧化碳制冷剂，无异味、不

可燃，与传统制冷系统相比，可提升能效

20%以上。

“冰丝带”暗藏的黑科技不止于此，场

馆内的多功能超大冰面亚临界、跨临界多

工况并行二氧化碳直接蒸发制冰集中式制

冷系统等应用，均属国际首次。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管理机构、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副主任柯兵表示，围绕

气象条件预测保障、全局全过程态势感知

运行指挥保障、赛道和场馆设计建造关键

技术等方面，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共部署启

动 10个项目，如今全部完成。它的背后是

无数科研攻关者的拼搏奋战，多项“奥运首

创”就此诞生。

科学训练实现技能提升

只需几秒钟，一名速度滑冰运动员就

可从静止状态达到指定速度，然后，调节姿

态、入弯一气呵成……

在速度滑冰国家队训练场地内，运动

员们正在使用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国家

科学化训练基地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最新亮相的成果“人体高速弹射装

置”，开展弯道技术训练。

记者了解到，弹射发射技术原本是航

天发射技术的一种，利用弹射发射原理给

运动员加速，让他们体验瞬间加速到“世界

级速度”的人体状态，辅助速度滑冰运动员

进行弯道滑行技术训练，实现了加速过程

的精准控制。

“在科技冬奥重点专项中，科学训练与

比赛关键技术是一个重要领域。”柯兵介

绍，围绕运动员科学选材、运动员技能优

化、体能训练和训练监控、科学化训练基地

建设等方向，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共部署启

动 12个项目。

目前，助力跳台滑雪的神经—生物力

学增能技术及便携式可穿戴神经启动设备

已入队应用；高水平运动员动作优化分析

系统帮助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和单板 U

型场地技巧运动员攻克高难度动作，成功

率提升约 15%。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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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当地时间 3 月

20 日，中国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第三批疫苗运

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应哥伦比亚总统杜

克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民众发表

视频讲话。

习近平指出，“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浩

瀚的太平洋阻挡不了中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

谊。建交 41 年来，中哥关系得到历史性发

展。中国已成为哥方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中

资企业积极参与哥伦比亚各领域建设。双方

人文交流精彩纷呈，中哥友好深入人心。

习近平强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两国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积极开展抗疫合

作。不久前，哥方采购的两批中国疫苗已经运

抵，今天又有一批疫苗送达，为哥伦比亚全国

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助力加油。希望中哥两国

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加强抗疫等各领域友好

合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哥友好合作

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当天，正在外地考察的杜克总统专门举行

特别仪式，向全国播出习近平主席讲话。杜克

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对

哥伦比亚人民的深情厚谊和为哥方抗疫提供

重要支持。发展对华关系是哥伦比亚各政治

派别的广泛共识。哥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哥

中关系持续深化。

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民众发表视频讲话

当地时间3月20日，中国向哥伦比亚提供的
第三批疫苗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应哥伦比
亚总统杜克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民
众发表视频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左图为1986年，考古人员用传统的测量工具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
考古学家陈德安供图

右图为3月1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考古人员用全站仪为新发现
的文物定位。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本报记者 刘 垠 何 亮

科技冬奥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