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如何发现的

在上世纪出土“蓝田猿人”的西安市蓝

田县，新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上陈

旧石器遗址”最近横空出世。这是我国科学

家首次在东北亚地区发现的距今212万年

前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是非洲以外目前所

知最老的古人类遗迹点之一。

这是不经意间捡来的 “金蛋蛋”， 还

是苦苦求索得到的新发现？ 212万年是如

何测定的？ 上陈遗址能否推翻直立人走出

非洲的年代？ 记者近日采访了领衔这项研

究的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朱照

宇研究员。

十余载艰辛采集， 揭开上
陈遗址面纱

上世纪60年代， 蓝田县城西北的陈家

窝、 城东的公王岭先后发现直立人的下颌

骨和头盖骨化石， 多个地点发现旧石器踪

迹。 公王岭头盖骨化石成为亚洲北部发现

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 “蓝田猿人”为此

轰动世界。 2001-2002年，朱照宇带助手在

公王岭黄土地层采集古地磁样品， 测量后

发现异常现象， 此后又发现黄土地层的不

连续和缺失。朱照宇说：“就像10层大楼，缺

了中间的两三层楼。”他觉得这里的猿人头

盖骨的年龄可能会更老一些 （当时前人测

定为115万年）。

经过12年研究，2014年，朱照宇和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研究

员、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罗宾·丹尼尔教授

等，在《人类进化杂志》发表文章，将公王岭

直立人的年代推进到距今163万年前，即向

前推进近50万年。 这一新发现使蓝田公王

岭直立人头骨成为迄今东亚年龄最老、非

洲以外第二老猿人头骨。

从2004年开始， 在公王岭进行头盖骨

研究的同时， 团队在蓝田一带寻找连续的

黄土剖面。 2007年7月，在灞河北岸上陈村

附近一个陡坡， 终于发现了连续的黄土剖

面（现称作上陈旧石器遗址）。 这里距公王

岭“蓝田猿人遗址”约4公里。 此后，朱照宇

带团队20多次到蓝田采集样品。

朱照宇介绍， 黄土地层剖面由黄土层

（L）和古土壤层 （S）相互叠压 、交替出现 ，

共编为33层。 从L5到L28连续而无地层缺

失。最顶层的年代就是现在的零年，最深一

层的黄土L33层 ，年龄最老 ，年代是258万

年。 据此， 他们首次建立了上陈剖面的黄

土-古土壤序列。

他们在这个地层剖面的中部到下部

（第5层到第28层黄土），在17个层里都发现

了石器。 地层发掘越深，石器年龄越古老。

他们发现， 石制品主要发现在11个古土壤

层中（代表了温暖潮湿的古气候期），只有6

个黄土层（代表了干燥寒冷的古气候期）中

含有人工制品。 挖掘的最老的石器在底部

的第28层黄土（L28），年龄是212万年。

212万年是如何确定的？ 朱照宇介绍，

团队使用古地磁测年法测定古土壤和黄土

沉积层的年龄，这是世界公认的对200多万

年黄土地层序列测年的最适用的标准测年

法。 “我们用这一方法，测量这个剖面中黄

土和古土壤层所记录的磁极性方向， 与标

准古地磁年代对比， 确定了整个黄土剖面

的年龄， 并计算出含有石器的黄土或古土

壤的年龄， 也就是那些层位里石器埋藏的

年龄。 ”

这些出土石器与古老地层， 将蓝田地

区古人类活动的年代再次向前推进了约50

万年， 从而使上陈遗址成为目前所知非洲

以外最老的古人类遗迹点之一。

制作石器的原料或来自秦岭

发现人工打制石器， 是团队发现古人类

存在过的重要证据。96件石器中，有82个被打

击过和14个未经打击的石器， 包括石核、石

片、 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古人类早期使用的工

具，还有两枚有打击痕迹的石锤。在挖掘的地

质探槽中，还发现了鹿的下颌骨断块，以及牛

科动物和其它动物的骨骼化石碎片。

一些石头有打击疤痕， 石片有后续加工

痕迹，几个鹅卵石可能曾被用作石锤。这里工

具的特征与非洲相近年代发现的工具有极大

相似性。

朱照宇表示， 上陈地层中没有其他外力

作用能带来这些1厘米到几十厘米大的石

头，它们分布零散，形状也显然经过了打击，

这只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推测古人类也许

是从秦岭山脉附近将这些石头运到这里，然

后进行打制的。 尽管目前还不知道是谁制造

了这些工具， 但曾生活于此的古人类应该属

于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原始的种群。

“这个遗址这么老的地层 ，现在主要发

现的是石器 ， 会不会发现人的化石不好

说 。 有可能在有些层面上发现更老的人类

的化石 。 ”朱照宇说 ，“如果能找到人类化

石证据 ，准确地鉴定他的种群 ，或许就会

推翻直立人走出非洲年代的结论。 ” 下一

步，团队将继续寻找更古老的人类活动遗迹，

也将从特定地层中延展寻找更多古人类活动

证据。 （本报西安7月29日专电）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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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花样迭出的线下线上综

艺选秀类节目，成了“粉丝经济”中最

吸金、最赚人气的文化供给消费业态。

当下， 在线下地方卫视版综艺选秀类

节目制播管理越来越规范化的背景

下，视频门户网站、艺人经纪公司、企

业广告客户和资本运作操盘手们，开

始将更多的目光和实力投向线上综艺

选秀节目， 期望从中分得一块 “大蛋

糕”。然而，一些节目存在的泛娱乐化、

乃至宣扬拜金主义的错误倾向， 成为

人们诟病的焦点。

日前，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了

《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

作的通知》，给火爆的选秀综艺、偶像

养成类节目敲了警钟， 旨在为青少年

营造一个“天朗气清”的网络文化消费

空间。无疑，营造这样一个空间，需要平

台方、管理方和消费方携手努力。

制播平台理应引领正
确价值导向

在线上综艺选秀开始火热这不足

两年的时间里， 涌现出一大批十分雷

同的“造星”节目，比如“中国有嘻哈”

“这！ 就是街舞”“快乐男声 2017”“创

造 101”“明日之子”“偶像练习生”“超

次元偶像”及“狐友国民校草大赛”等

等，不一而足。 今年以来，网站造“网

红”更显爆棚态势，有人戏称 2018 为

“偶像元年”。 这些综艺节目中尽管也

不乏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是网络

选秀总体上呈现出野蛮生长乱象。 业

内人士很快也看出了其中的一些逐利

玄机： 某些视听网站与品牌企业联手

“做局”，专盯那些“不缺钱，还任性，非

理性，爱追星”的青少年群体，以便实

现圈粉集资、投票造星、双方获利。 在

此格局下，一些才艺弱、有颜值、擅出

位、能煽情、会圈粉的选秀者，往往成

为最后“黑转粉”的赢家，成了“越有钱

越幸运”甚至是娱乐圈版“甄嬛传”的

践行者，而更有一些才艺过人却“不会

来事”的追梦选手却惨遭淘汰。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艺不能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不能在

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 否则文

艺就没有生命力。 ”显然，视听网站作

为新媒体，作为文艺新业态制播平台，

理应引领正确的价值导向， 既要更加

自律，也要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加强

对娱乐节目健康发展的规范和引导。

“成长的烦恼”呼唤监管创新

我国数量众多的视听网站遍布全

国各地，在国家大力推进“放管服”改

革、落实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及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

下， 积极扶持和发展互联网新业态新

媒体产业， 是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方

向。应当说，网络综艺选秀类节目的勃

兴，从总体上来看，它顺应了移动互联

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群众文艺审美发

展新趋势， 对此不宜抱因噎废食的态

度。 作为地方主管部门，面对“成长的

烦恼”，既需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也需要突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同时还应当

认识到：互联网新媒体及其伴生产业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对

网络综艺选秀类节目的制播监管， 不能简单地照搬线下综

艺的监管做法，而应当在把握互联网规律的基础上，借助大

数据、云计算等多重综合手段实施监管创新，才有望使监管

取得实效。

“9000 岁”需要家长的必要引导

应当看到，网络综艺选秀靠的是“流量经济”，而缔造这

一海量流量的拥趸主要是青少年人群。 艾瑞咨询发布的

《2016 年中国粉丝追星及生活方式白皮书》显示，作为追星

群体的“9000 岁”（即 90 后和 00 后），其中会有相当比例的

粉丝至少会有几次在偶像身上消费。 包括“偶像练习生”和

“创造 101”的圈粉集资投票，都少不了为数众多的青少年

活跃其中。 这是一个正处于“三观”塑型聚神阶段的“流量”

群体。 要确保其在网红文娱消费中“三观”不跑偏、不走样，

既需要平台方在源头上自律， 也需要监管方在市场氛围营

造上有所作为， 更需要青少年家长能够主动地关心子女的

网络文化消费动向，适时对他们实施必要的教育引导。

尽管网络制播平台大多在体制外运作， 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反对“三俗”和确保导向正确的要求会降低。 正像管理

部门强调的———“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当视听网站切实

履行了确保导向正确的社会责任， 主管部门发挥了务实管

用的社会效益监管作用， 家长们起到了引导子女理性开展

网络综艺消费的家庭职责，多方形成合力，网络综艺文化消

费的公共空间就能从根本上变得“天朗气清”起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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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高温有望本周暂缓
本报讯 （记者周渊）高温“超长待机”已成近期常态，昨天 9

时 52 分，上海中心气象台再发高温黄色预警，中心城区徐家汇

站昨天最高气温达 36.6?。

一周以来，上海持续开启“晴热+午后局部雷阵雨”天气模

式。 自 24 日起，上海已连续发布高温预警，黄色预警“六连击”，

其中 25 日和 26 日还连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持续高温的“罪

魁祸首”依然是副热带高压。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本周初、周

中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低压系统西进影响，多阵雨天气，高温暂

时缓解，预计最高气温在 32℃至 35℃之间。 后期随着副高再度

控制本市，最高气温又将上升至 35℃左右。

本轮高温天气将持续到何时？ 上海中心气象台首席服务官

孔春燕表示，本周起，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低压影响，

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但仍需关注午后的对流性天气以及低压

系统带来的降水影响。不过“降温神器”或许已在路上了。据中央

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云雀”（强热带风暴级）的

中心昨天8时位于日本本州岛冈山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

级。预计“云雀”将于30日白天进入东海东北部海面，可能于8月2

日夜间至3日凌晨在我国华东沿海登陆。 孔春燕表示，受台风外

围影响，本周上海有较多阵雨天气，高温也会有所缓解。

▲在上陈遗址发现的牛科化石下颌骨

残骸侧面（埋藏于S27中，年代约210万年）。

▲科研人员在蓝田上陈遗址主剖面陡峻采样。

荩科研人员发现一件石器， 正用刷子清洁其表

面。 该石器埋藏在第28层黄土中，年代为212万年。

（均朱照宇供图）

▲上陈遗址—第 28 层黄土中出土的

石片工具。

“量身监管”精准服务市场业态模式创新
（上接第一版）

其次，专业许可缺乏依据。 取得食品经营

许可的前置条件是有符合条件的操作人员，而

在机器人咖啡店、无人便利店，操作均由机器臂

替代。 机器臂操作设定的工艺、流程，以及机器

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等资料数据的空白， 导致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颁发缺乏依据。再次，监管手段

有待提升。比如：以租用临时性商铺或举办临时

性活动为概念的快闪营销方式， 一般经营时间

在十天左右，常规方式监管易造成盲点。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监管举措也不例

外。针对上述情况，黄浦区市场监管局紧贴市

场需求开始自我研发，优化准入服务，启动分

类监管，助推企业创新。

监管前移， 直接参与快闪店
方案制定

今年以来， 位于淮海中路上的K11涌入

不少 “快闪店”， 这些快闪店通常只存在3-

7天， 容易形成短时间内人流、 消费、 资源

的集聚。

对此， 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及时创新监管

模式， 将关口前移， 提前约请场地出租方、

活动主办方等坐到一起， 就快闪店活动的过

程、 形式及一些细节问题进行约谈， 在这个

过程中发现 “需要监管做什么” “监管可以

做什么” 等工作切入口。

而对于涉及食品的快闪店， 在活动前进

行事前备案， 并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资质、

食品清单、 储存方式等逐一审查， 加强监管

和后续服务。

淮海中路市场监管所所长黄蕙这样比

较 ： “以前的监管通常是发生了问题再去

制止，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参与到快闪店活动

方案的制定中， 把控每一个可能存有隐患的

环节。”

家国情怀的时代曲是荧屏刚需
（上接第一版）

甘祖昌的赤子心和为民情怀，谷文昌“功

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焦裕禄留给兰考的精神

遗产，塞罕坝几代造林人的接续奋斗，几十年

来真实闪耀在中国大地上的精神光芒， 无疑

是电视剧最动人的源泉、底色。

还有些作品未必精准对焦某人某事，但

其中奏响的时代强音，亦能引发共鸣。 《创业

时代》《都是一家人》《啊，父老乡亲》，三部作

品剧名即剧透。城市青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时代背景里不负韶华， 各民族同胞在同

一座城市里亲密并肩，普通农村干部“心中有

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们也

许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模样。

忠实于我们的故土原乡 ，讲
述老百姓的平凡故事

《大浦东》《外滩钟声》《北部湾人家》《正

阳门下之小女人》，它们异曲同工，剧名里嵌

着标志性地名，回归各自的故土原乡，拉拉老

百姓的家常。 “一家人围坐在客厅，看荧屏里

温暖的现实主义，品剧作里流淌的生活气息，

这是中国电视剧与生俱来的秉性。”中国文联

电视艺术中心主任张德祥说， 只有和大众在

一起，电视剧才有绵绵的生命力。

《大浦东》未必“大”，一条洋泾老街上的

年轻人从大学到花甲之年会迈过多少槛，他

们的个体奋斗与城市理想能否合流， 这是剧

作里家与国的同题解答。 《外滩钟声》挑选了

上海最知名的意象，剧中牛犇饰演的“老虎灶

爷爷”则是国际化大都市远去的记忆，两者碰

撞，敲响时代洪钟。今年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 由李雪健

主演的电视剧将在广西壮美山水卷里绘一幅

《北部湾人家》的人文景观。 老北京的正阳门

下，不起眼的小酒馆里有位“小女人”，小身材

能释放大能量， 映照出中国妇女勤劳敢勇的

普遍形象。

此外，《姥姥的饺子馆》 从女工下岗那天

讲起，《岁岁年年柿柿红》从主角成为“留守妇

女”的那刻开始，《麦香》是江南水乡姑娘成家

立业的心灵史，《奔腾岁月》 卷起一代知青返

城的“回忆杀”。 创作者的镜头从中国不同的

河流山川、城市乡村出发，抵达同一目的地：

以一家一城的悲欢风波演绎中国人的生活画

卷，用点滴家风速写时代的温情图谱。

打开创作视野，在步履不停的
改革开放中汲取灵感

改革开放 40 年来，各行各业都发生着深

刻变革。艺术的归途在于时代，电视剧创作者

跟随步履不停的改革开放打开视野， 在荧屏

上重现一个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时间节点。

《面向大海》或可视为 2018 年改革开放

题材电视剧的 “零号作品”， 它讲述的就是

1979 年春天的故事。 深圳，从一座落后的小

渔村变身现代化大都市， 作为改革开放的起

点城市，其 40 年来的沧海桑田，还是头一回

完整呈现在荧屏上。

都以经济发展为主线，《大江大河》里各鲜

明人物，可视为不同经济所有制的注脚；《风再

起时》更像一部编年体，价格闯关、南方谈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外贸体制改革汇率并

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入世、“一带一路”建设

等重要历史时刻，尽皆收录。 《一号文件》落脚

西北农村，从“农业、农民、农村”的三农视角切

入，说一出“活下去、富起来、新农民”的农村奋

斗书。 《启航》的主线是城市发展，新时代背景

下，产业转型、绿色经济、智慧城市等一系列新

理念、新事物，都会在荧屏上呈现。

《飞行少年》《锅盖头》《你迟到的许多年》

里都有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部分侧影；《阳

光下的法庭》 主张了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坚定

信仰；《我们的 40 年》独辟蹊径，用电视讲述

电视人自己的酸甜苦辣 ；《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是都市白领的成长日志；《归去来》则有海

外留学生的精神演进轨迹———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因改革而生、 随时代

而兴的改革开放题材电视剧， 从来都能形成

巨大的艺术磁场。 其中秘诀正在于这些作品

努力表现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 与时代共同

着脉搏，与人民共通着呼吸。 ”

上海进一步加强拥军优属各项工作
（上接第一版）

“红色护照”发给全体官兵

今年 4 月 3 日， 在龙华烈士陵园举办的

草地诗歌会上，上海启动“红色护照”发放仪

式， 市双拥办设计推出一本具有上海特色的

“红色护照”，包含参观中共一大、二大会址，四

大纪念馆等 22家场馆。 驻沪部队全体官兵可

根据“红色护照”所提供的场馆资料信息，前往

参观学习，感受红色基因的传承，体会革命先

辈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在上海， 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已成为各界

共识，大力开展“共筑强国强军梦，同心奋进

新时代”宣传教育活动，让“双拥”在整座城市

形成了浓郁的氛围。 为共庆人民空军成立 68

周年，去年 11 月 10 日，市双拥办组织市双拥

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联络员和各区双拥

办负责人，赴驻沪空军某部参加“军营一日”活

动，进一步加强军地间的沟通交流，增进军地

间的友谊。 在今年“4·23”人民海军成立 68周

年期间， 市双拥办和驻沪海军部队联合举办

“舰艇开放日”“半程马拉松大赛”等多项活动，

向市民宣传海洋海权意识，展现新时代人民海

军牢记使命、忠诚担当、矢志强军的良好形象。

广泛实施“关爱功臣”项目

上海现有各类优抚安置对象 50 万余人，

其中享受国家和本市抚恤补助的优抚安置对

象 5 万余人。 市民政局积极响应民政部关于

做好新时代优抚安置工作有关要求，在市委、

市政府领导下， 探索建立本市优抚安置社会

化服务工作体制，广泛实施“关爱功臣”项目。

仅 2017 年， 本市 “关爱功臣” 工作就开展

1760 个主题活动，访谈（走访）50395 余户优

抚安置对象，提供 21 万人次精神关爱和生活

辅助服务， 使优抚对象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

以及社会的关心关爱。

上海各区、街道、乡镇在为优抚对象提供

带有共性的服务项目之外， 也注重帮助他们

解决特殊困难。例如，有几对年事已高的优抚

对象夫妇，因当年结婚时未拍过婚纱照，希望

在晚年能弥补这一缺憾。 社区一家影楼得悉

后，当即表示愿意认领，并精心帮助这几对老

人圆了“婚纱照梦”。

212万年前的
古人类活动遗址

■ 在公王岭发现黄土地层缺失，多年寻找终于在上陈发现连续黄土剖面

■ 首次建立上陈剖面的黄土-古土壤序列，使用古地磁测年法测定年龄

■ 现在主要发现的是石器，有可能会发现更老的人类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