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要 闻 2017年2月7日 星期二
责编：任 涛 刘 峣 邮箱：dieryw@sina.com

■ 同住一“家”意义何在

“三龙”系列潜水器，是我国自行
设计、自主集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在深海勘察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深海运载
器。

由科技部立项、中船重工 702 研究
所牵头研制的“蛟龙”号，是全球下潜
深度最大的作业型深海运载器。自2013
年试验性应用以来，我国南海、东北太
平洋、西北太平洋和西南印度洋，都留
有它的身影，作业覆盖深海海沟、海
盆、洋中脊等典型区域，在载人深海勘
察与精细作业取样方面有独到优势。

3500米级“海龙二号”由中国大洋
协会立项、上海交通大学牵头研制，主
要用于深海热液硫化物、生物与环境等
深海勘探与科学调查，在大洋21航次中
创造了我国首次自主发现并精细观测深
海黑烟囱的纪录。

6000米级“潜龙一号”由中国大洋
协会立项、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研制，以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调查为
主要目的，可进行海底地形地貌、地质
结构、海底流场、海洋环境参数等精细
调查，其作业深度、续航能力、作业精
度等在同类装备中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于洪军
说，“三龙”将成为我国开展深海资源勘查
和深海前沿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将大幅提
升我国国际海域资源勘查的效率和质量，

助力我国深海科学研究走向国际前沿。

■ “三龙”能否同船探海

“三龙”同住一“家”，目前尚不能
实现同船探索深海奥秘，这是因为目前
的“蛟龙”号母船——“向阳红09”船
无法满足它们同时出海需求。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波表
示，新的潜水器母船正在建设中，预计
2019年 3月交付使用。新船建成后，将
具备条件使“三龙”同船探深海。将来

到达目标作业海区后，可利用船载设备
和“潜龙一号”进行地形地貌等基础调
查，再利用“海龙二号”和“蛟龙”号
进行精细调查，“三龙”协同作业，取
长补短。

“我们期待 1＋1＋1大于 3。今天是
‘三龙’聚首，不远的将来还会有‘四龙’
‘五龙’聚集在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主任刘峰说。

去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
法》 指出：“国家支持深海公共平台的

建设和运行，建立深海公共平台共享合
作机制，为深海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调
查活动提供专业服务，促进深海科学技
术交流、合作及成果共享。”

有关专家指出，“蛟龙”号新近的
共享航次以及“三龙”聚首，为重大海
洋科考装备期待集聚与共享开了好头，
但需要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破与
立”，推动我国早日实现进入深海、探
测深海、开发深海。

（据新华社青岛2月6日电 刘诗平
张旭东）

本报里斯本2月5日电（记
者严瑜） 当地时间5日晚，中国
侨联“亲情中华”艺术团在葡萄
牙首都里斯本为华侨华人及当地
民众献上一场“海外春晚”，送
去新春的祝福。

演出现场高潮迭起，《我爱
你中国》《愚公移山》《龙的传
人》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唤起海外
侨胞对于祖国的浓浓乡情，抖空
竹、转碟、变脸等中国传统民间
艺术表演让当地民众感受到中国
文化的斑斓瑰丽。

此次“亲情中华”艺术团汇集
了来自全总文工团、中国武警文
工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杂技
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广播
艺术团和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等文艺院团的艺术家，
节目类型包括歌曲、舞蹈、杂技、
器乐、木偶绝技等众多形式。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中

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副部长、“亲
情中华”艺术团团长邢砚庄与近
千名观众共同观看演出。

蔡润表示，“亲情中华”慰侨
演出让旅葡侨胞深深感受到祖国
的温暖与关怀，也让当地民众获
得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邢砚庄介绍，“亲情中华”主
题活动是中国侨联为弘扬中华文
化、慰问海外侨胞、增进中外友好
交往而开展的一项品牌活动。
2008年至2016年底，中国侨联已
累计组派各类文化团组 215 个，
其中艺术团 194 个，在 7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200 余个城市巡演近
900场，深受海外侨胞喜爱。

里斯本是此次“亲情中华”
艺术团欧洲巡演的首站。之后，
艺术团还将赴奥地利维也纳和意
大利恩波利、雷焦艾米利亚、罗
马、卡塔尼亚等城市进行慰侨巡
演和文化交流。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管理局获悉，滇池周
边已建成 5.4万亩湖滨生态带，流域生态状况明显改善。
去年 1 至 12 月滇池草海、外海水质由劣Ⅴ类转为Ⅴ类，
其中草海有3个月达到Ⅳ类，水体富营养状态持续改善。

图为红嘴鸥在滇池边的生态湿地上空飞翔。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云南滇池水质持续向好

中国“龙家族”
深海齐探秘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龙二号”无人有
缆潜水器和“潜龙一号”无人无缆潜水器组成的

“龙家族”，2月6日正式聚首位于青岛的国家深海基
地管理中心。同一天，“蛟龙”号起航执行中国大
洋38航次，前往西北印度洋、南海、马里亚纳海沟
等海域开展科学调查。

“海龙二号” 2009 年，“海龙
二号”在中国大洋第 21 航次第三航
段中，在太平洋成功开展深海热液
科考，创造了我国首次自主发现并
精细观测深海黑烟囱的纪录。随后
又参加了中国大洋第 22、26、30 航
次并得到多次成功应用，下潜海域
包括南大西洋和西南印度洋等。

“潜龙一号” 6000米级，2013年
3月完成湖上试验及湖试验收，当年5
月搭乘“海洋六号”船在南海进行首
次海上试验，累计完成7次下潜，最大

下潜深度4159米，获得了海底地形地
貌等一批探测数据，设备布放与回收
成功率达100％。

“蛟龙”号 2012年在马里亚纳
海沟创造了世界作业类潜水器最大
下 潜 深 度 7062 米 的 纪 录 。 2014—
2015 年，在西南印度洋发现多个海
底热液喷口，采集到700多份生物样
本，测得一热液喷口温度约为379摄
氏度，为中国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
的资源评价和环境基线研究、全球
尺度下热液生物区系划分提供了较

为可靠的科学资料。2016 年，在全
球深渊的代表区域——雅浦海沟和
马里亚纳海沟成功获得深渊区域的
第一手资料和样品，为中国跻身深
渊科学前沿研究，推动国际深渊探
测技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
外，还首次在马里亚纳海沟南坡发
现活动的泥火山，拍摄了大量高清
视频资料；证实了马里亚纳海沟北
坡作业区海山为泥火山，获取了大
量泥火山地质样品。

（据新华社青岛2月6日电）

“亲情中华”亮相里斯本

▲ 独舞《吉祥孔雀》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摄

▲ 独舞独舞《《吉祥孔雀吉祥孔雀》》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张立云摄摄

铁路春运送客破2亿人次
本报北京2月6日电（记者严冰） 今天从中国铁路总

公司获悉，5 日 （正月初九），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043.5
万人次，同比增加99.6万人次，增长10.6%。至此，全国
铁路春运累计发送旅客 2.08 亿人次，同比增加 2320.9 万
人次，增长12.5%，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920万人次，增开旅客列
车812列，其中，跨铁路局中长途旅客列车427列，铁路
局管内旅客列车385列。

玉树设国家藏文化保护区
本报西宁2月6日电（记者王锦涛） 记者今天从青海

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了解到，玉树藏族自治州申报的国
家级藏族文化 （玉树） 生态保护实验区日前获文化部批
准。

据介绍，藏族文化 （玉树） 生态保护实验区以玉树
市为核心区，辐射称多、治多、囊谦、杂多以及曲麻莱
等县域。实验区将以县 （市）、乡级单位为保护范围，涵
盖玉树藏族民众创造和秉承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内容，主体为代表性传承人与传承群体。

据悉，青海已有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黄南藏
族自治州） 和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果洛藏族自
治州），还是中国首个拥有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
区的省份。截至去年，中国已有闽南、晋中、徽州、热
贡、羌族等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孙辰茜） 针
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最新制裁涉及有关中国企
业和个人，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中方已经向
美方提出了交涉。中方一向反对任何单边制裁。

有记者问，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制裁
名单中包括3个中国公民和两家中国企业。其中
一家中国企业表示，该企业没有参与违法交
易，并且过去3年未同伊朗发生生意往来。中方

对此有何回应？
陆慷表示，关于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最新制

裁涉及有关中国实体和个人事情，中方已经向
美方提出了交涉。在制裁问题上，中方一向反
对任何单边制裁。动辄实施单边制裁的做法，
特别是如果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既无助于增
进有关各方之间的互信，也无助于有关各方共
同解决一些国际问题的合作和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孙辰茜） 当
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们都很
关注在印度的中国老兵王琪老人希望回国与家
人团聚的后续进展。你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
况？

“我们介绍了中国驻印度使馆近年来所作努
力，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先生近日还同王琪
老人通了电话。”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说。

陆慷表示，近年来，中国驻印度使馆一直
与王琪老人保持联系，为他顺利回国探亲进行
着不懈努力，包括推动印方为老人及时办理相
应出入境手续。中国驻印度使馆已在 2013 年为
老人颁发了为期 10年的中国护照，并从那时起
每年向其提供一定的生活资助。

据报道，中国老兵王琪 1963 年以来滞留印
度，他一直希望能返回中国与家人团聚。

驻印使馆为老兵王琪回国探亲不懈努力驻印使馆为老兵王琪回国探亲不懈努力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中方对美制裁伊朗提出交涉

正月初四，下午 5 时 53 分，湖南怀化开往北京
的K968次列车缓缓驶入张家界站。寒风凛冽的站台
上，身着制服的客运值班员刘菡英守着一名躺在担
架上的男子和他的妻子、父亲已等候多时。

列车长刚从车上走下，她便急匆匆迎了上去：
“还有卧铺吗？我这儿有位重点旅客！”列车长手指
向 2 号硬卧车厢，刘菡英一手攥着票，一手推着担
架，疾步如风地朝2号车厢赶去。

车门到车厢是个直角弯，试了3次，担架都没法
进。赶车的旅客正潮水般涌入各节车厢，刘菡英与
同事叫来一位列车员，3人合力将担架上的男子抱了
起来。“忍一忍，马上就到卧铺了，到了北京就能好
好治病。”刘菡英走在前面，一边抱着男子的腿脚往
里挪，一边安慰他。

抱上床、盖好被、放好行李，刘菡英与同事走
出了车厢。身后病人的父亲与妻子连连道谢。

担架上的患病男子姓刘，这次被妻子和父亲护

送去北京做肿瘤化疗，无奈只买到正月初四的硬座
票。节后返程小高峰，换票、进站都不易，正当刘
先生的妻子和父亲在候车厅发愁时，刘菡英和同事
发现了他们，并给予优先进站、预约换票、全程护
送的帮扶服务，而刘先生只是刘菡英和她的“菡英
助困室”多年来救助过的数千名重点旅客中的一位。

2004 年，因为一封获助旅客的感谢信和乐于助
困的精神，刘菡英获得铁道部火车头“五一”劳动
奖章，这也成为“菡英助困室”的缘起。12 年来，
刘菡英和“菡英助困室”的兄弟姐妹风雨兼程，为

“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提供无微不至的贴
心服务，成为这座车站最温馨的风景。

腊月十六开启春运至今，刘菡英和同事们每天
早上8时就穿梭在岗位上，一天的忙碌要持续到每晚
9时多送走最后一趟列车才能结束，每天周而复始。
他们的辛苦和忙碌，便利了旅客，更温暖了旅客的
春运旅程。

“菡英助困室”温暖春运路
杨 凯 鄢 渊 谢平定

▲ 入驻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的“蛟龙”号、“海龙二号”和“潜龙一
号”（从后至前）。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摄

▲ 杂技杂技《《俏花旦俏花旦——集体空竹集体空竹》》 本报本报记者 严 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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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探过哪些 牛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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