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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在五环旗前宣誓的时候，他运动服
上的361°标志太显眼啦！看到中国品牌亮相奥
运会，那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北京时间8月6日上午，奥运会开幕式在巴
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当看到中国品牌在奥运会
开幕式现场“高调”出现时，许多网友这样感
叹。

事实上，从普通的“中国制造”到具有高
科技含量的“中国智造”，再到各式各样的“中
国面孔”，本届奥运会上的“中国元素”很多，
类别更是不一而足。

“中国制造”随处可见

据了解，中国体育用品品牌361°为里约奥
运会和残奥会的志愿者和技术人员提供超过
10.65 万件制服。“这些制服设计得非常贴心，
因为里约的昼夜温差大，制服分有 T 恤和外
套两种款式，并且长裤是可以拆卸成短裤的款
式。”参加里约奥运会服务工作的中国志愿者丁
星这样表示。

除了361°，出现在现场的“中国制造”还
有不少。比如里约奥运会官方徽章和吉祥物

“维尼修斯”“汤姆”，都是由北京的一家文化公
司根据吉祥物平面图设计、制造的。在奥运场
馆建设方面，三一重工、徐工和中联重科等企
业参与了工程建设；在比赛器材的投入上，来
自江苏的金陵体育为排球比赛提供了排球网
柱、球网、裁判椅、翻分牌等器材，河北的张
孔杠铃则负责专业举重器材的生产。

“中国智造”大显身手

每天运送30万人往返于奥林匹克公园、奥
运村和里约市中心，投入运营后可使里约市中

心到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巴哈区的通勤时间缩
短 1 小时以上，这便是近期刚刚通车的里约地
铁 4 号线。这条线路上所使用的列车，就来自
中国中车的长春轨道客车公司。

“除了地铁4号线，我经过媒体村楼下的时
候还能看到中国奇瑞的汽车，而进门通道的临
时棚安装的是美的空调。‘中国品牌’真是随处
可见。”在参与里约奥运会报道的本报记者张保
淑看来，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品牌”的不断亮
相，不仅体现了“中国制造”的规模和数量，
也反映了“中国制造”正向“中国智造”迈
进，产品的科技含量正不断提升。

在里约奥运会上崭露头角的“中国智造”
不只于此。比如为确保比赛安全，包括中国同
方威视、浙江大华生产的人脸识别、X 光检测
以及视频监控等安检设备被安放在各大比赛场
馆，为奥运会的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与普通的安检设备不同，奥运会的场地往
往比较特殊，对于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
同方威视巴西子公司总经理陈雍健介绍，比如
沙滩排球比赛，安检设备需要在沙滩上安装使
用。由于沙滩质地松软，供电可能存在问题，
设备可能遭海水腐蚀，因此必须保证产品能适
应不同的环境。

而在赛事的组织安排过程中，深圳海能达
（Hytera） 公司生产的数字对讲机手台以及若干
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增强型虚拟集群系统，
也为提升比赛中的沟通、协调效率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中国面孔”助力奥运

“除了一套志愿者服装，里约奥组委并不会
给志愿者提供任何酬劳，只有中午饭是免费
的。虽然每天的工作很累，但这对我而言是一
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池也是浙江传媒学院的学
生，7 月 23 日她便同几位中国志愿者一起来到
里约，在领取志愿者服装后，8 月 3 日正式上
岗。

“大家分布在不同的场馆、区域，提供不同
的服务。虽然和其他的中国志愿者未曾谋面，
但通过微信群交流，我能感受到这是一群充满
活力和正能量的人。”据池也介绍，来到里约的
中国志愿者有200多人，大家都是从3204个报名
者中被选拔出来的。此次里约奥组委在全球共招
募了超过5万名志愿者，其中20%是国际志愿者，
来自中、美、英、俄等156个国家和地区。

在里约奥运亮相的中国面孔不只是奥运志
愿者。开幕式上，具有浓浓巴西风情的桑巴舞
令观众印象深刻。而在这些以当地人为主的舞
者中，就有一位来自中国江苏的大妈——陈菁
亮。尽管她已经56岁，但对于体育的热爱以及
多年从事拉丁舞教学的经验，让她能够在里约
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志愿者报名中脱颖而出，
最终在舞台上展示风采。

另外，今年 5 月，江苏无锡警察邵伟民便
被公安部派驻到里约担任临时警务联络官。“我
的主要职责是跟巴西警方加强各方面的联系，
更好地保障中国体育代表团、游客和媒体记者
以及所有在里约的中国公民的安全，更好地服
务奥运军团。”邵伟民说。

中国元素闪耀里约奥运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据新华社广州8月6日电（张玉
清、余泓纬）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
进科大校6日发布消息：中国空军组
织轰—6K、苏—30 等多型战机飞赴
南海，对南沙岛礁和黄岩岛附近空域
实施战斗巡航，推动海上方向实战化
训练深入发展，提升应对各种安全威

胁的实战能力。
申进科介绍，中国空军组织轰炸

机、歼击机、预警机、侦察机和空中
加油机等多型飞机，从多个机场起
飞，遂行此次南海战斗巡航任务。

图为中国空军歼击机海上战巡。
高益平摄 （新华社发）

空军主战飞机赴南海战斗巡航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阿依
努尔、周生斌） 8 月 5 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
发布地方性反恐法规，以推进公共安
全法制化，应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反
恐形势。

记者从在5日召开的《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

怖主义法>办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新疆正式颁布的“实施办法”是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的基础上，就总则、恐怖活动组织和
人员的认定与公告、安全防范、情报
信息、调查、应对处置、教育管理等
方面内容进行细化、补充，共有 10
章61条，于2016年8月1日施行。

新疆颁布地方性反恐法规新疆颁布地方性反恐法规

唐卡、壁画、古籍……这些文物古迹穿越上千年的时空，成为西藏悠久历史
的一张张名片。据统计，西藏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4277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55处。近日，全国援藏工作会议和全国文物局长会议在拉萨召开。如何
让这些文物古籍得到保护并“活”起来？西藏文物保护工作者有绝活。

文物有了“电子身份证”

在布达拉宫一间工作室内，工作人员陈尼玛将一件名为“石青色锻绣孜巴扎
纹甲胄”展开，测量出它的长、宽度，叠放整齐后再称重，一旁的同事不断地将数据
记录在电脑上。“初步判断，这是一套清代西藏地方政府一品级武官所穿的战袍。”
陈尼玛说，类似这样的战袍在布达拉宫中还有不少，年代最早的可追溯至元代。

“3个月来，已统计出唐卡2000余幅，它们已正式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电
子身份证’。”布达拉宫管理处副处长贡嘎扎西说，这些文物古籍统计完成后，不
仅有纸质的详细材料，还会有一份完整的影像档案。“目前，布达拉宫已整理出
10万件文物古籍。”

“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我们基本摸清
了哲蚌寺文物的情况。”哲蚌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阿旺群增说，哲蚌寺寺藏文物
以唐卡、经书、瓷器、佛像等为主，现藏各类文物8000多件。此外，国家投资7000
多万元，对该寺措钦大殿、甘丹颇章和4个扎仓的建筑和壁画进行了保护维修。

“‘十三五’时期，国家投入西藏文物专项资金总数不低于20亿元。”文化部
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

古迹修复“修旧如旧”

位于山南扎囊县的桑耶寺兴建于公元8世纪，具有汉、藏、印早期建筑的风
格。在维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300多名农牧民群众，每个人手持底部有圆石墩
的木棍，唱起劳动的号子，有节奏地一次次打在屋顶上，发出厚重的声响。这就
是藏族特有的建筑工艺——“打阿嘎”。这种工艺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建成后屋
顶有柔性，与土木结构建筑十分相称。

“上世纪 80年代，乌孜大殿的三层在修缮时用过水泥，此次维修要全部打
掉，恢复阿嘎土的传统工艺。”山南市文物局局长强巴次仁介绍，阿嘎土造价很
高，但对于古建筑的维修，我们仍然沿用这种工艺。

坐落在拉萨西郊半山腰的哲蚌寺内，一条古转经道墙上的壁画已修复完
毕。哲蚌寺管委会副主任洛桑说，技术人员将壁画揭取下来，对墙体进行修复
后，再将壁画粘贴上。“在没有空鼓的地方，则沿着没有佛像的局部揭取。”记者
看到，整个壁画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壁画原貌。

采用先进科技手段

除了最大程度地尊重文物本体，西
藏注重采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2013年7
月，故宫博物院与大昭寺合作，决定对
大昭寺文物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数据
库。“一尊佛像可以用 10张图片达到 360
度浏览，这样不仅能把佛像最美的部分
展示出来，而且可以增加细部。”故宫博
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
说。现在，佛像唐卡数据库、壁画数据
库已经建成，将来还要建立大昭寺的三
维空间库，以达到能拆开、能组合，把
大昭寺古建筑一点点展示出来。

西藏是唐卡的故乡，唐卡的保有量
居全国之首。在“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
地——西藏联合工作站”唐卡工作室内，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通过先进的激光拉
曼、X 光衍射仪及三维视频显微镜等，对
残损唐卡的颜料成分、结构、产地以及丝
织品类的组织、类别等进行详尽记录。“目
前，已抢救性保护修复数十件唐卡、服饰
和丝织品文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西藏
博物馆副馆长达珍说。

科
技
让
西
藏
文
物

科
技
让
西
藏
文
物
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起
来
起
来

本
报
记
者

韩
俊
杰

王

珏

当地时间8月5日上午，参加“环太平洋—2016”演习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圆满完成演习任务，启
程回国。图为衡水舰驶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码头。 新华社记者 黄益方摄

圆满完成圆满完成““环太平洋—环太平洋—20162016””演习演习

中国海军编队启程回国中国海军编队启程回国

西藏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对馆藏文物进行电子化建
档工作。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本报广州8月7日电（任涛、李宇） 黄埔海关日前
在东莞、广州、中山等地开展的打击走私红油专项行动
中，成功打掉一个集购、运、销红油于一体的走私集
团，抓获犯罪嫌疑人37名，涉案值约3亿元。

经查实，2014年以来，由主犯刘某某牵头的走私红
油集团，购买港澳流动渔船建立红油脱色点，利用东莞
水网密布的自然条件，将脱色后的走私红油装入伪装的
油罐车向客户销售并牟取暴利，形成了采购、运输和销
售一条龙走私链。

本报北京8月7日电（常量） 中国健康小城促进会
暨中国长寿之乡民权授牌仪式日前在京举行。该活动由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城市报社、中国国
土经济学会等单位主办。会上，河南省民权县被评定为

“中国长寿之乡”和“中国健康小城”。
据悉，民权县境内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

空气、水质等指标超过长寿之乡标准；同时，庄子养生
文化代代传承。目前，该县正着手建立庄子基金，探索
公益事业与企业共赢的新路。

中国志愿者 （右二） 在里约
国际机场进行志愿服务。

新华记者 燕 雁摄

中国制造的里约
奥运会吉祥物玩偶。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中国制造的里约
奥运会吉祥物玩偶。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中国音乐亮相爱丁堡艺术节中国音乐亮相爱丁堡艺术节

黄埔海关

斩断3亿元红油走私链

河南民权县

获评中国长寿之乡
河南民权县

获评中国长寿之乡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荣启
涵、赵怡然） 8 月 7 日，一支由 5 人
组成的特殊飞行团队驾驶一架单引擎
涡轮螺旋桨飞机从首都国际机场出
发，开始了中国首次环球飞行。

此次环球飞行计划飞经 20 个国
家，约 50 个经停点，总航程近 8 万
里。8 月 7 日从北京启航后，首站落
地沈阳法库通用航空产业园；次日从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出关，然后经俄罗

斯西伯利亚，越过白令海峡到达阿拉
斯加；再沿北美大陆西海岸向南进入
美国西雅图，接着向东横穿美国大陆，
经过芝加哥、华盛顿、纽约飞至加拿大
魁北克地区；再经过北极圈、格陵兰
岛、冰岛，随后经过英国进入欧洲大
陆，沿着古丝绸之路线路飞行，经过中
亚五国后，回到祖国。回到国内后，首
站落地乌鲁木齐，之后沿新疆、甘肃返
回北京，完成整个环球飞行。

中国首次环球飞行启航

爱丁堡夏季艺术节8月5日在英国爱丁堡开幕。该艺术节包括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爱丁堡边缘艺术节和爱丁堡军乐节 3 场重头
戏。图为参加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的中国小演员在街头演奏中国音
乐。 新华社记者 郭春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