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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户受灾、242 栋房屋被烧毁……素有“月光城”
之称的云南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遭遇一场严重火
灾，令人扼腕叹息。如今大火已被扑灭，除了一堆废
墟瓦砾，更留下了关于古城以及古建筑保护与开发的
诸多追问与思考。

独克宗古城大火并非孤例。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内，从湖南洪江古城到云南丽江古城，再到重庆风雨
廊桥，脆弱的古城和古建筑频频遭遇灾祸摧残。

土木结构、道路狭窄导致消防设施难以发挥作用
……各种消防难题几乎是共同的，灾后的解释也是

“振振有词”的。但是，公众更想知道的是：针对长久
以来客观存在的此类“短板”，各地在重视的旗帜下，
究竟是否制订出了真正有效的消防方案？

人们清楚地看到，不少古城、古建筑，或向游客收
取固定的维护费，或直接收取门票，但这笔费用最终
去向何方？是否有专门的消防支出？在频频燃起的
大火中，这样的追问显得格外迫切。

从原则上讲，不管是古城还是古建筑的开发所
得，应首先服务于对他们的保护而非他用。但在现实
中，一些古城和古建筑却陷入“重开发轻保护”的尴
尬。一些地方热衷于招商引资迎客上门，游人如织、
商业浪潮席卷的背后，是各类隐患日渐增加。

大火已灭，留下的追问与思考却仍在继续。涉事
地方应进行深刻反思、严肃问责，对古城的重建应有
周密的规划。而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更重要的是认真
吸取教训，在增强忧患意识的同时，加强对各类隐患
的排查，切实将历史留下的瑰宝保护起来。

（据新华社昆明1月12日电）

痛心大火留下迫切追问

■新华时评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 12 日从中国铁
路总公司了解，从去年 12 月 23 日开始发售春运车票
至今，铁路春运节前售票高峰已经渡过，截至 2014 年 1
月 11 日 24 时，累计发售火车票 14858 万张，日均发售
车票 743 万张，同比增加 125 万张，增长 20.3％。

其中，通过 12306 网站日均发售 359 万张，约占
日均售票的一半；1 月 9 日网售 501 万张，远远超过去
年 364 万张的网络售票最高纪录。网络购票已成为旅
客首选的购票方式。

自启动春运车票发售工作以来，铁路部门全面加
强和改进售票组织工作，推出 12306 网站新版、引入

“支付宝”支付方式、开办手机购票业务、采取错峰放
票等措施，适应了广大旅客网络购票的需求。

春运火车票网购占五成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月12日电 非政府组织“叙
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近日称，叙反对派之间的内讧已造
成近 500 人死亡。分析人士指出，叙利亚反对派内部
矛盾日益加剧，势必会让战场形势继续向有利于政府
军的方向倾斜。但反对派内部恐怖势力的日益蔓延也
成为叙利亚乃至国际社会的潜在威胁。

叙反对派之间的最新一轮冲突始于本月 3 日。当
时，一些宗教立场温和的反对派组织联合起来在叙北
部伊德利卜省等地向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起攻
击。反对派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历来不和。

反对派内讧对政府军来说是利好消息，会让战局
的天平向政府军方面倾斜。然而，愈演愈烈的反对派
内讧也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在叙利亚加快蔓延。美国前
中央情报局局长海登表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获取内
战的胜利或是现在状态下最理想的结局。巴沙尔政权
如果不能取胜，叙利亚的教派冲突可能更加严重，甚至
导致整个国家分裂。

叙反政府武装内讧加剧

1 月 10 日晚，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家地区法院宣布，
3 名男子因 2011 年图谋炸毁基辅机场附近的一座列宁
纪念碑分别被判处 6 年监禁，结果触发反对派人员在
法院门口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反对派领导人、前
内务部长尤里·卢岑科在冲突中头部受创，被送入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一些反对派人员支持这 3 名男子的做法，认为法
院判决带有政治动机。大约 200 人在法院门口举行抗
议，试图阻止警方面包车把罪犯从法院带走，触发冲
突。路透社报道，冲突一直持续至 11 日凌晨。

由乌克兰反对派控制的“真理”新闻网站 11 日发
布照片，显示反对派领导人、前内务部长卢岑科受伤，
头部被绷带包裹，右眼被一块手绢遮盖，右眼上方渗出
血迹。按照卢岑科妻子伊琳娜的说法，卢岑科在试图

“劝架”时遭警方人员攻击，被打成脑震荡。乌克兰议
会一名行政专员告诉记者，11 名反对派人员在冲突中
受伤。内务部方面则表示，20 名警方人员受伤。

这起冲突是今年乌克兰反对派与警方的第一次摩
擦。基辅检察部门 11 日发布声明，宣布对冲突双方展
开调查，包括警方是否“滥用权力”以及抗议者是否“以
流氓行为非法干预法院和警方工作”。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乌再爆冲突 前部长挨打

新华社上海1月12日电 记者从上海松江警方获
悉，内地知名女艺人汤唯 11日下午在上海工作期间，遭
遇电信诈骗，被犯罪嫌疑人骗走人民币 21 万余元。汤
唯事后已向松江警方报案，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记者获悉，当天汤唯正在上海松江的车墩影视基
地拍戏，下午她接到一个电话后，去银行办理了相关业
务。事后发现遭遇了电信诈骗，损失 21 万余元人民
币，汤唯随即向上海松江警方报案。

有网友也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消息和照片称，在
某银行遇到了前来办理业务的汤唯，并且还晒出了汤
唯的签名照片。

上海松江警方证实，11 日下午 4 时许，松江公安接
到被害人汤唯的电话报案，自称被电信诈骗 21 万余
元。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影星汤唯遭遇电信诈骗
损失 21 万余元

记者从国防科工局获悉，1月 12
日 8时 21分，嫦娥三号着陆器接受光
照自主唤醒。此前，“玉兔”号月球车
11日5时许也自主唤醒。两器在月球
上安全度过首个月夜，经受了长达14
个地球日的极低温环境考验。这标志
我国成功突破了探测器月夜生存技
术。

目前，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
号月球车工作状态正常，地面各测控
站和中心数据接收及处理正常。

探月工程新闻发言人、副总师裴
照宇表示，在第一个月昼里，月球车的
移动、通信、探测等性能已经得到测

试，月夜生存可以说是月球车成功突
破的最后一项难关。从第二个月昼开
始，嫦娥三号将转入科学探测为牵引
的任务阶段。

目前，月球车位于着陆器南边约
30米处。在第二个月昼里，巡视器将
全面转入以科学探测需求为牵引的工
作阶段。比如，对附近的大石块进行
精确探测。着陆器经过测试，将转入
长期管理阶段，按需完成与地面和与
巡视器之间的通讯。月球车和着陆器
上的载荷将分时展开科学探测。

嫦娥三号探测器 2013年 12月 2
日发射升空，12月 14日月面软着陆，

12 月 15 日进行两器分离和互拍成
像。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首次实
现了我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软着陆和
巡视勘察。

第一个月昼里，着陆器和月球车
不仅圆满完成了工程任务，而且所有
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工作。着陆器地形
地貌相机对月球进行了环拍，并首次
对地球进行拍摄。月球车上的全景相
机也进行了环拍，获得了彩色立体影
像图。月球上的一个月昼和月夜分别
相当于地球上的约14天。去年12月
下旬，两器进入月夜断电关机状态，直
至这两天陆续唤醒。

我国成功突破
探测器月夜生存技术

38万公里外

“嫦娥”“玉兔”刚睡醒

生活舱里保持着 38 摄氏度至 40 摄氏度的温
度。下海作业时，穿的是“热水服”，流动着热水的
水管密布在衣服的各处，不停止地给潜水员加热，
以抵御海水的寒冷。

饱和潜水员在生活舱和海底呼吸的气体是由
氦气和氧气组成的混合体，氦气多，氧气少。呼吸
过程倒不困难，但声音会变得像鸭子叫一样。

呼吸

压力 在 300 米深海里，潜水员要承受的压力是 31
个大气压，比常人多 30 倍。在这种压力下，人感
觉就像被挤压住了一样，抬手动脚都很费力。

吃饭 潜水员不能吃硬的，会损伤牙齿；不能吃黄豆
等容易放屁的食物；不能吃萝卜、韭菜等味道重的
食物，以免污染狭小的环境；味觉变迟钝，饭菜吃不
出咸味来；要多吃牛排、鸡鸭鱼肉等高热量食物。

6 个人挤在长 11 米、宽 3.8 米、高 3.5 米的生活
舱里。没有白天黑夜的感觉，睡觉不能关灯。由
于容易疲劳，一天睡 12 个小时以上。

睡觉

潜水员如厕、洗澡都在生活舱里，且要向地面
监控人员报告，目的是绝对保证生活舱不漏气。

如厕

穿衣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

揭秘潜水员生活

1月 10日，中科院首次集中公布嫦娥三号探测器在
去年12月 14日至 26日第一月昼期间拍摄的月球照片。
图为着陆器周边360°范围的全景镶嵌影像图。

我国首次集中公布
第一月昼期拍摄的照片

1月 12日，北纬 20度 18分、东经 115度 09分
的南中国海海域。5时零9分，搭载着交通运输部
上海打捞局胡建、管猛、董猛 3 名潜水员的潜水
钟，从300米水深的海底回到工作母船的甲板上，
完成与生活舱的对接，3 名潜水员返回到生活舱
里休息。现场总指挥郭杰宣布，3 名潜水员圆满
完成我国首次 300 米饱和潜水海底出潜探摸作
业，巡回深度达到313.5米。这是300米深的海底
首次迎来了中国人的身姿，中国由此具备了人工
潜入300米深的海底“龙宫”探宝的能力。

此次 300 米深海出潜探摸作业，使用的是
我国自主研发的 300 米饱和潜水成套技术。潜
水工作母船“深潜号”上装备的 300 米饱和潜水
系统由生活舱、过渡舱、潜水钟、生命保障系统
等四个主要部分组成。饱和潜水作业期间，6
名潜水员生活在压力为 31 个大气压的生活舱
内，工作时，由潜水钟送至水下 300 米处，完成
潜水作业后，再乘潜水钟返回生活舱里。

6 名饱和潜水员 1 月 9 日已进入生活舱开
始加压。1 月 11 日 24 时开始，6 人分两批乘潜
水钟下潜至 300 米深海，完成探摸巡潜。至 12
日下午，6 人均已安全返回到甲板上的生活舱
里。他们接下来将在生活舱里减压，预计将于
24 日出舱，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中。

本次 300 米饱和潜水作业的顺利进行，提
高了我国深水抢险打捞能力和海洋工程作业能
力，对保证我国水上交通安全、挺进深海、建设
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据悉，交通运输部已
将攻克 500 米饱和潜水作业技术列入计划。

300300米深海下米深海下

六名勇士探六名勇士探““龙宫龙宫””

▼

1月9日
13时

6 名饱和潜
水员进入到生活
舱里开始加压

搭载着 3 名
潜 水 员 的 潜 水
钟，开始被下放
到海里

1月11日
24时

胡建、管猛、
董猛 3名潜水员
相继从潜水钟里
钻出，游到海里
进行探摸

1月12日
1时40分
2时22分
3时33分

3 人完成探
摸巡潜，乘潜水钟
安全返回到甲板
上的生活舱里

第二批 3 名
潜水员也完成探
摸巡潜任务，安
全返回生活舱

5时零9分

8时至14时

潜水深度每超过10米，压力就增加1个大
气压。常规潜水时，潜水员潜水完毕后必须长
时间减压，否则在高压下溶解进潜水员身体内
的惰性气体会残留在身体组织中，造成严重的
减压病，甚至危及生命。

美国1957年提出“饱和潜水”，就是创造出
一种环境和条件，使潜水员体内各组织体液中
所溶解的惰性气体达到完全饱和的程度，潜水
员可以在高压下停留几十天，待作业完成后，一
次减压，返回正常生活。这就需要建造一个生
活舱，给舱里加压形成高压环境。目前，世界上
英国、美国、瑞士、挪威、法国、德国、日本、俄罗
斯 8 国已先后突破 400 米深度潜水技术。其
中，法国潜入了600多米的深度。

什么是饱和潜水？

1月 9日，参加 300米饱和潜水作业的 6名潜水员进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