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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
的宫城、中国
最早的城市主
干道网、中国
最早的青铜器
和绿松石器制
造作坊……自
上 世 纪 60 年

代开始发掘以来，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二
里头遗址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也刷新着
考古和历史学者的认知。随着二里头遗址
博物馆即将全面开工建设，二里头遗址再
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半世纪发掘揭开“真容”】

出河南偃师城区往南，沿洛河向西不
远，就是二里头村。“多数考古大发现出
于偶然，比如秦始皇陵、郑州商城，但偃
师二里头是个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
工作队队长许宏说。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率队在
豫西调查“夏墟”时，在偃师二里头村的
麦田里看到随处可见的陶片，且遗址颇为
广大，他推测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
遗址。随后，考古队进驻二里头村。58年
来，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这
块 3500 多年前的无字地书进行了持续不
断的考古发掘和破译，并屡有重大发现。

听到有位老乡抱怨地里的麦子一直长
不好，考古队推测这很可能是沉埋地下的
大型基址夯土引起渗水不畅导致的，结果
钻探后发现了宫殿区北边的大道。随后，
考古队追探出“井”字形大道，发现中国
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路最宽处近 20
米，相当于现代公路四车道。

一系列新发现逐渐揭开了这座 3500
多年前的大型都邑的面貌——中心区是坐
南朝北、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群，由宫城城
墙围起，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 1/7，
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四周是井
字形大路，宫殿院内地下埋有一节一节陶
质水管组装连接起来的下水道系统；北面
是祭祀区，南边有一个被墙垣围起、由重

兵把守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里面有中国
最早的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和生产绿松石
器的作坊。

【为夏代存在提供物证】

在很多人眼中，“夏商周”是个固定
搭配。实际上，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
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但
夏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则是学术界长期关
注的热点问题。

“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的存在提供了可
靠物证，没有二里头，我国夏商周的年代
框架就拿不出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
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学界
认识趋同，二里头为夏代中晚期都城所在
地成为倾向性结论。”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
文明——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
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
星灿说，在这里，我们初步探明了东亚大
陆最早的核心都邑，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
市主干道网，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

辙，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二
里头宫城，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
的大型“四合院”宫室建筑群，发现了中
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发现了中
国最早的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发现了中
国最早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 300 万平方
米，目前仅发掘了 1%多一点。”许宏说，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
当时历史状况的文字材料，所以二里头的
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遗址博物馆将开工】

“考虑到保护问题，二里头遗址发掘
后已全部回填，从外观看只是一片普通田
地。”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说，目
前二里头遗址保护设施较为落后，出土文
物大部分被放置在库房之中，对文物进行
整理、保护和研究的场所也十分简陋，这
样的现状和二里头遗址的历史价值不匹
配，因此建设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显得十分
必要。

作为国家“十三五”期间重大文化工
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项目今年6月份奠
基，目前全面开工在即。据悉，二里头遗
址博物馆展 （藏） 品，主要来自二里头遗
址近 60 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 （包括
部分搬迁的遗迹）、二里头文化区内重要
遗址出土遗物以及夏商周断代、中华文明
探源两大学术研究工程开展过程中留下的
文字、图像资料等，总量预计近4万件。

此外，规划占地 613亩的二里头考古
遗址公园也将与博物馆同步建设，遗址公
园将对宫城城墙、宫殿建筑基址群以及

“井”字形道路、铸铜作坊遗址、绿松石
作坊遗址等进行保护性展示，让人们可以
更进一步感受历史古城的魅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表示，二里
头遗址博物馆和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的建
设，就是让埋藏在伊洛平原的文物、书写
夏朝历史的文献“活起来”的典型项目，
有利于向公众充分揭示遗址内涵，让公众
更好地认知了解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提升
国家文化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

近日，一篇题为 《窃隐私，传明文，京东
劣举挑战网安法》 的文章在网络热传。文章
称，京东旗下一款名为“京东微联”的智能家
居应用软件，在没有明确告知用户的前提下，
擅自将用户输入的个人WiFi密码上传至京东服
务器，为用户网络安全埋下隐患。京东技术团
队回应称，“虽然黑客对 HTTPS 传输通道的劫
持是比较困难的，但微联未来会对敏感信息进
行二次加密。”

智能家居 App （应用软件） 要上传你的
WiFi密码，视频 App要监控你的联系人，连阅
读类的 App 都要随时调取你的通讯记录……这
就是 App 时代“权限越界”乱象的典型表现。
有业内人士将类似行为做了一个比喻——我请
了一个保姆来我家干活，保姆却在未经允许的
情况下擅自配了一把我家的钥匙，对我自身的
安全肯定会产生影响。

无论当事方如
何辩解，有两个问
题是绕不过的：第
一，作为智能家居
软 件 ， 获 取 用 户
WiFi 密码并上传至

自己的端口，这是必需的吗？虽然获取并上传
用户密码的必要性是一回事，泄露不泄露是另
一回事，但不能说暂时没有泄露就意味着获取
和上传行为就有了正当性与正义性。这就好比
保姆私自配了主人的钥匙，没有偷窃、没有破
坏，就合理合法了吗？

第二，WiFi密码被上传这件事，用户果真
知情吗？调阅《京东智能云用户使用协议》，第
六条载明：“在初次添加某款智能硬件设备的过
程中，您需为此设备提供WiFi环境接入所需的
SSID以及密码，用于智能硬件设备和WiFi环境
的一键配置。”京东据此认为，他们就上传
WiFi 密码等信息向用户进行了说明。但问题
是，“提供”与“上传”是一个概念吗？如此敏
感的信息互动，不需要二次明确和确认吗？

信息安全是信息时代的一条生死底线。今
年6月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网
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
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
经被收集者同意。”

遗憾的是，肆意收集用户敏感信息、动辄
越权的 App却是屡见不鲜。工信部近日公布了

2017年二季度检测发现问题的应用软件名单共
计42款，其中不少软件就涉及未经用户同意收
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恶意操控用户手机等
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软件不少来自
知名厂商的应用商店。于此而言，此次事件怕
只是权限失控的冰山一角。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全国移
动电话用户 13.65 亿户，4G 用户总数达到 8.88
亿户，占比达65.1%。眼下的问题是，用户不是
火眼金睛的专业程序员，很难甄别出常用 App
里究竟掺杂了多少制造商和运营商的“私货”。
在如此体量巨大的市场面前，如果任由手机
App 继续无人监管、无人审查，别说是上传
WiFi密码，就是挟持用户、监控隐私，也恐怕
迟早会成为大概率的社会隐患。

当掺杂“私货”的 App 越来越多，有一点
是肯定的：与其号召用户“千万别装”“小心谨
慎”，倒不如依法监管、利剑高悬，让无良软件
失去生存空间与炫技土壤。具体到此次事件，
涉事企业需要给公众一个靠谱的说法；相关职
能部门也到了该为 App江湖立下基本规矩、祭
出底线罚单的时候了。

（据《新华每日电讯》）

经过1个月军事化、专业化训练后，北京首批“政府专
职消防员”正式“入列”——“政府专职消防员”由哪些
人员组成？他们将负责什么工作？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
访了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相关负责人。

5年招收近5000人

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多起重特大火灾事故暴露出消防
现役体制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是城市发展和建设对消
防工作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一个普通人刚
刚成长为具备一定专业技术和实战经验的消防战士，却要
在两年现役期满后离开消防岗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的模式不利于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提升。

同时，随着北京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消防综合应急救
援力量不足的短板凸显，特别是多种形式消防力量的发展
不平衡，已经成为瓶颈性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市相关部门借鉴其他省市经验，
决定在“十三五”期间，按消防站建设进度分批次招收近
5000名“政府专职消防员”。

“‘政府专职消防员’既不同于消防现役士兵，又区
别于企业职工。他们也和服役的消防官兵一样，以兵役法
规定的要求应征后，由公安消防部门统一培训和训练，经
培训合格后统一着合同制消防员制式服装上岗执勤。”北京
市公安消防总队负责人说。

年薪10万引人才

2017 年 4 月，北京消防部门面向全国退伍消防老兵、
北京市户籍青年等发出招聘公告，招募“政府专职消防员”。

“所有应征的人员都要经历报名、初审、复审、面试、
体检、政审，以及体能和心理测试多道‘关卡’，只有全部
合格的人员，才能进入我们的训练营。”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3个月紧锣密鼓的选拔，首批700余名参训人员按
时报到参训。从年龄上看，参训人员绝大部分集中在21周
岁到30周岁，多半未婚；参训人员中，党员、团员占绝大
多数，超过一半是退伍军人。

按照北京市政府相关政策，“政府专职消防员”实行聘
用制管理，初次聘用合同期限为3年，之后本着双向选择的
原则续约。由于消防员高危职业特点，北京市相关部门高
标准确定“政府专职消防员”的人均薪资水平，并结合岗
位等级、职业风险等因素，建立合理的薪资增长机制；同
时，相关部门对于“政府专职消防员”防护装备、工伤、
医疗、抚恤待遇等方面给予保障，并增设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等，初入职年薪税前10万元。

集中培训要求高

从7月1日至31日，北京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接受
了“全封闭、军事化”的岗前集中培训。为此，北京消防
部门在全市消防部队遴选138名军政素质好、训练管理经验
强的“武教头”，展开针对性训练。

“俯卧撑、仰卧起坐、中长跑、负重登楼等消防体技能基本功训练每天十
几个小时雷打不动。”消防部门负责人介绍，集训中还结合常见灾害事故处置
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原地着装、佩戴空气呼吸器、水带连接、跨越障碍、
结绳救人、现场急救，以及消防车辆器材装备操作等训练，同时进行黑暗环
境适应、高温条件下行走、浓烟环境下侦查、搜救等专业技能训练。

历经1个月的“大浪淘沙”，最终有682人经历重重考验，成为“政府专职消
防员”。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他们“初步实现了由社会青年向合格政府专职消
防员的转变，军事队列素养、体技能素质、灭火救援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按照消防部门规划设计，这些“政府专职消防员”将分配至全市基层公
安消防中队，与现役消防官兵混编执勤，一同执行灭火救援任务，待技术成
熟之后再采取单编执勤。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为掺杂“私货”的APP江湖立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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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本报记者 赵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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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壁画建成数字档案

据新华社杭州电（记者朱涵） 两幅高约4米
的大型西藏托林寺白殿壁画日前现身苏州，壁
画气势恢宏、色彩浓烈，画中尊者和佛母所着
服饰的花纹、佩戴的珠宝和手持的法器线条精
美，纤毫毕现。

这是浙江大学数字化考古团队根据高精度
数字档案复制的托林寺白殿壁画局部，观众们
得以第一次在千里之外仿佛身临其境地欣赏这
颗藏地文化明珠。

“壁画呈现的是目前保存的真实面貌，色彩
还原度达到95%以上。”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
院副教授李志荣说，数字化采集获取了传统摄
影方法无法取得的高精度图像，研究人员将之
称为“笔触级”还原，意为能够看清画中每一
根线条的起落。

托林寺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象
泉河畔，兴建于公元996年。其中白殿位于今托
林寺东北方，建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壁画
保存最为完整，生动反映了藏传佛教艺术与多
民族、跨地域艺术风格相互交融的状况。

嘉峪关出现火烧云景观

日前，甘肃省嘉峪关市频频出现火烧云景
观。日落时分，嘉峪关东湖生态旅游景区等地，
霞光万丈，水天一色，让游客赞叹不已。

师永红摄 （中新社发）

近日，贵州黄果
树瀑布迎来暑期旅游
热。众多游客纷至沓
来，观赏流泉飞瀑，
避暑度假。图为游客
在游览贵州黄果树瀑
布。

廖祖平摄
（人民视觉）

考古工作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掘现场进行航拍。 新华社发考古工作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掘现场进行航拍。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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