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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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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由上海科技馆和

泰国科技部、国家天文台、国家科技馆联合

主办的“星空之境”原创天文主题巡展昨天

在泰国国家科技馆开展，展期三个月。 这是

去年 11 月首届“一带一路”科普场馆发展国

际研讨会结出的首个硕果。 据悉，“青出于

蓝———青花瓷的起源、发展与交流”“熊猫滚

滚———寻找新家园”等原创科普展览也将陆

续走出国门。

每一位走进“星空之境”展览的观众产

生的第一感受就是“太美了”。在一个全黑的

空间中，一台带孔“胶囊”正在向周围投射光

点，该设备比在上海展出时又有升级。 它采

用欧洲空间局今年 4 月发布的最新、最完整

的盖亚卫星 DR2 星表，能投射 4000 万颗恒

星和 140 多个深空星体。

“世界主流科普展览已经走出单纯讲故

事的叙述方法，对一个以吸引观众为主要目

的的展览来说，美学的优先级甚至高于科学

性。 ”策展人朱达一说，“中国科普展览想要

走出去，就必须学会用美的语言叙述故事。”

每一个民族对天空都有探索和追求，这

也是为何星空展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在

“天问”的求索中，不同民族给出了不同的答

案。敦煌莫高窟银河照片是着重推荐给观众

的， 莫高窟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星图，

证明唐中宗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开始绘制星

图。另一张不能错过的照片是俗称“天眼”的

500 米球面射电望远镜。 不久前，国际小行

星组织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南仁东星，“天

眼之父”南仁东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吃力地、

一字一顿地说：“美丽的宇宙太空，正以它的

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无垠

的广袤。 ”

在另一个空间中，屏幕上正在滚动播出

世界各地的星空，既有中国安徽宏村、福建土

楼、甘肃鸣沙山、西藏冰川的画面，又有澳大

利亚坚石阵、 智利安第斯山脉……这些美丽

的符号虽然短短几秒就会翻篇， 但在人们心

中激起的涟漪却久久不能消逝。

“星空之境”走进泰国的契机，源自去年

11 月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科普场馆发展

国际研讨会，会议吸引了来自 22 个国家 24

个科普场馆的 44 位馆长或负责人。 在上海

自然博物馆参观时，泰国国家科技馆馆长一

眼就被“星空之境”展所吸引。中泰两馆一拍

即合，促成了“星空之境”走出国门。 此次研

讨会上，包括上海科技馆在内的多家中国科

普场馆分别与俄罗斯、缅甸、澳大利亚、乌兹

别克斯坦等国家的知名科普场馆或机构签

署 11 个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或 “科普资源互

惠共享计划”协议。

红军虎将———黄甦
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的直

罗烈士陵园， 安葬着一位英

勇无畏的红军虎将， 他就是

在直罗镇战役中牺牲的中共

中央委员、红军高级指挥员黄甦。

黄甦，１９０８ 年出生于佛山市禅城区一个粤剧艺人家庭。 早

年在香港做工，积极投身工人运动。１９２５ 年参加省港大罢工。他

走街串巷，动员群众参加罢工斗争。 罢工开始后，任纠察队第九

支队队长。 他率领队员巡逻海岸，封锁港口，缉拿私运，严惩走

狗，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同年 １０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后任模范纠察队队长。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黄甦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敢死队队

长，带队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起义失败后，他转移到香港，继

续从事工人运动，先后任香港摩托车职工总会书记、中共香港市

委组织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委员。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黄甦奉命离开香港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历任

中国工农红军闽西新红 １２ 军政委、第 ３４ 师政委、第 １ 军团第 １

师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斗。在中共六届四中

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曾两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任红 ８ 军团政治委员兼 ２１ 师

政治委员。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部队情绪低沉的情况，他

鼓励大家：“我们党还在，红军还在，跟着党跟着红军，我们一定

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 ”后率部参加长征。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复任红

１ 军团第 １ 师政治委员，与师长李聚奎率部参加强渡乌江、攻占

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和策应第 ２ 师 ４ 团夺占泸定桥等战

役战斗。 为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红一、三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黄

甦先后任陕甘支队 ２ 大队政委、５ 大队政委。 １１ 月 ７ 日，红一方

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后， 立即组织反击国民党军

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决定于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直罗镇发起歼

灭战。此时，已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陕南第 ７３ 师政委的黄甦，主动

请求参加这一战役。 １１ 月 ２１ 日拂晓，黄甦率部队向敌军重兵踞

守的要害部位猛烈进攻，敌军踞要地顽抗，双方逐山进行争夺，

黄甦在率部夺取山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２７ 岁。 毛泽东在总

结这次战役时说，我们时刻准备牺牲，我们的牺牲是换得全国全

世界工农的解放。 黄甦同志是中央委员，他的牺牲是有意义的。

如今，黄甦烈士的家乡佛山市禅城区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２０１７ 年禅城区获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 １８ 名， 全国创新创

业百强区第 １７ 名。

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新华社广州 １０ 月 ５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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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学习，人生终会渐入佳境
放弃星途当民警，执着公安教育 26 年，上海公安学院高级教官李志萍始终铭记父亲教诲

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说着吴侬软语，

当李志萍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那一刻，谁能想

到这位举止谦和、 彬彬有礼的中年男子，竟

是一位专门给公安民警讲授武力使用、战术

和指挥课程的教师。

执着公安教育 26 年， 现为上海公安学

院高级教官、 副教授的李志萍身上有很多

“光环”，也有很多故事。他入选国家“万人计

划”，是全国公安教育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

团队（警察指挥和战术）带头人，也是武术散

打国家级裁判。 精通武术、散打、截拳道、跆

拳道 、拳击的他 ，还曾是多部影视动作片

的导演 、演员和特技人……在学校 ，李志

萍的传奇经历是师生们的谈资。 而在李志

萍心中，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家国”

二字。

曾经“星途”一片灿烂，关键
时刻回头当民警

在上海公安学院，李志萍是一位深受学

生欢迎的“明星教师”。他既能给民警讲授武

力使用课程，又能给高级警官和外警培训学

员讲解应急警务实战指挥课程。 他还曾赴

海外支教， 代表中国警方参加中欧警务高

层论坛……

生于上海的李志萍，儿时在“老南市”住

过很长一段时间。 1984 年，李志萍在高考前

填了三个专业志愿：师范、公安和服装设计。

他回忆道，当时填服装设计专业是为了满足

自己的绘画特长，“有点奢侈”； 报考师范和

公安两个批前专业， 则是为了给家里 “减

负”：不仅学费全免，每月还有补贴。

“我六岁时体弱多病，被父亲送去习武。

他对我说，要学一门手艺，做一个有本事的

人，对社会有所贡献。 ”幸运的是，李志萍有

机会投入一代武术家胡汉平门下，加上自身

刻苦，很快就在武术界崭露头角，并被上海

公安专科学校（上海公安学院前身）首届刑

侦专业录取。

“进了公安院校，自然就想成为一名除

暴安良的刑警。”谁知放弃留校机会、一心做

着“刑警梦”的李志萍，后来被分配到了一个

基层派出所。“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我想着既

来之则安之，先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

察。”工作之余，李志萍常到上海市武术散打

队参加训练， 或到艺校学习或参加话剧排

演，机缘巧合之下，竟闯入了影视圈。

20 岁出头，李志萍就和朋友、兄长一起

创建了中国首支影视特技队。 24 岁时，他担

任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动作片《中华警

花》的武术指导，还在片中饰演了“反二号”。

这部片子杀青不久，他又在另一部影片《少

林英雄》中饰演了一个角色。

正当演艺事业蒸蒸日上，市公安局的一

纸“商调函”让他犯了难：到底是继续从影，

还是回去当刑警？ 李志萍实在难以抉择，不

得不向父亲征询意见。 “记得当时父亲只跟

我说了一句话：想想你最初的志向，你报考

上海公安专科是为了啥？”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叫“初心”。 李志萍听从内心召唤，割舍了

明星梦，回到市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

父亲在家里放置很多书，言
传身教引导我们坚持读书

1992 年，在当了六年一线警员后，又一

个机会摆在了李志萍面前：母校面向全局招

聘师资。 当昔日恩师希望他回校应聘时，李

志萍又一次犹豫了：“我离开学校好几年，学

历不高，上下班路程远，到大学当老师，真的

妥当吗？ ”犹豫不决的李志萍再次回家征求

父母意见，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站得高，看

得远！ ”

接过学校聘书，李志萍迎来人生最辛苦

的几年。 他一边带教学生训练，一边指导运

动队参加比赛，一边还自己忙着充电，完成

了“专升本”。

“天道酬勤，这是我父母的切身经历，对

我教育极其深刻。” 李志萍告诉记者，1937

年日军轰炸上海，李家老宅被炸毁，李志萍

的父亲不得不一路乞讨、流浪。解放后，父亲

从上海一家机械厂的一线工人做起，最后成

为总工程师， 而母亲从最初帮人照顾孩子，

最后成为学校干部。“我父母的起点都不高，

但靠着持续学习，人生渐入佳境。 ”李志萍说，

年幼时家中条件虽然艰苦， 但父亲总会在家

里放置很多书。 “他从不跟我说‘你要好好学

习’，却言传身教，让我知道读书的重要。 ”

成为大学教师后，李志萍从最初教学生

擒拿格斗，带学生参加武术散打（行业类）全

国比赛并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到后来成为战

术教师、指挥专业带头人，他职业生涯的每

一次华丽转身，都离不开学习。

“我当过民警，对一线情况比较了解。要

适应社会发展， 改变当时警队天天有牺牲、

时时有伤亡的状况，学校必须要开发警务战

术等新型课程，提高民警的应急警务指挥处

置能力。”每开拓一个新方向，对李志萍都意

味着从头开始，但他选择向前看，不回头。

“能有多一技傍身，就能为国家和社会

多做一点事情，辛苦一点算什么呢。 ”李志

萍说，或许是家庭熏陶的缘故，对李家人来

说，爱国是不需要理由的。 “没有大家，哪有

小家？ ”

父子同时考上研究生，只要
肯学习，任何时候都不晚

能文能武， 是李志萍区别于同校很多

“硬汉”教师的一面。他不仅能说、能打，还能

写，主编过多本优秀教材，由他主编的《警察

查缉》《人群管理和控制战术》等，都是业内

开先河之作。

虽然无暇管教孩子，但李家人信奉“天

道酬勤”的家风却沿袭了下来。“我们家不管

住房多困难，都会留下放书柜、书桌的地方。

每天我不管回家多晚，总要在书桌前坐上大

半个小时。”身教胜过言传，李志萍多年来保

持的读书习惯，无形中为孩子树立了榜样。

说到儿子，李志萍一脸骄傲：不仅从小

是“学霸”，还是健身达人，坚持天天锻炼。17

岁时，他就见义勇为，将一名行窃未遂而恼

羞动粗的小偷打倒在地。

“儿子 18 岁生日那天，拿到了北京大学

提前批录取通知书。 ”比起这份荣耀，让李志

萍一家人更难忘的是 2016年 2月 3日。这一

天，儿子考取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而一

份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的研

究生录取通知书也同时寄到家里。 “那是我

的录取通知书。 ”李志萍觉得，当父亲的不能

输给儿子，只要肯学习，任何时候都不晚。

百万株藏红花绽放江孜“红河谷”

上海援藏脱贫攻坚一线传来喜讯

本报江孜 10 月 5 日专电 （记者叶志
明）上海援藏一线，江孜县红河谷现代科技

农业园区传来喜讯： 国庆期间，100 万株藏

红花竞相绽放，为金秋的雪域高原抹上了绚

丽的丰收红。今年“红河谷”的藏红花 9 月下

旬早花初绽，国庆节前后进入盛花期。

我国西藏原本不生产药用藏红花。2016

年夏，上海第八批援藏干部来到日喀则年楚

河畔。 江孜联络小组深入乡村牧区调研，确

定了以推进现代科技农业、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作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决

定引进试种之前在青藏高原没有规模化栽

培先例的珍贵药材植物藏红花。

由第七批援藏干部援建的红河谷园区

得到进一步扩建，一家从上海引进的藏红花

种植企业落户园区， 第一批 8000 株种球首

次在青藏高原 “安家”，2016 年 11 月下种，

次年全部成活。2017 年第一代种球 1.2 万株

和新引进的种球总计 46 万株栽培成功。 如

今， 位于江孜县东郊村的红河谷园区，100

万株藏红花竞相盛开； 在园区辐射点康卓

乡帮玉塘基地， 原产地种球 100 万株正在

享受 “高原大棚桑拿 ”，这批种球结实的藏

红花生长时间更长， 预计将于 11 月底、12

月初开花。

据中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权威检测，由

于海拔高、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生长于海拔

4000 米以上的江孜藏红花的苷 1、苷 2 含量

超过国外顶级产品的 12.5%。江孜藏红花已

成功注册“帕拉庄园”商标。康卓乡帮玉塘村

易地扶贫搬迁点 104 幢崭新藏式民居西侧，

红河谷园区藏红花辐射基地 8片联体大棚已

经建成，总面积 100亩。 据介绍，江孜县计划

于 2019年实现脱贫“摘帽”。

上图： 尼玛片多 （右） 和央吉手捧

已开花的藏红花。

左图： 竞相绽放的藏红花。

均本报记者 叶志明摄

走进 “星空之境” 展览， 观众产生的第一感受就是 “太

美了”。 （上海科技馆供图）

七天长假，沪上百余艺术展吸引八方观众
（上接第一版 ）现场云集扎染 、刺绣 、乌银走

铜、斑铜、玉雕等各类非遗技艺，观展的市民

还能参与体验，与云南的“金木土石布”亲密

接触。

在影像和线条中， 与改革开
放 ４０ 年回首相遇

今年国庆，中华艺术宫迎来开馆六周年，

该馆以一系列重量级的展览为自己庆生。 在

“图遇时代·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展览中，879

幅摄影作品从多个角度记录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将建设发展、人民生活、景观人文、情

感记忆等内容一一呈现。 这些作品就像一个

个穿越时空的窗口， 为人们重新打开了往昔

的岁月， 让观众以最直观的方式与改革开放

40 年这个伟大的时代回首相遇。 《江山如此

多娇———中国艺术的文心与诗意》 展览遴选

了 1978 年以来 102 位艺术家创作的中国画、

油画、版画、雕塑、装置艺术作品 110 件，分为

“历史之思”“现实之情”“自然之诗”“实验之

路”四个部分，多维度呈现改革开放 40 年中

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和丰富面貌 。 《铁骨丹

心———钱瘦铁作品展》 则是对钱瘦铁艺术的

一次重要回顾。 这是一位在近代书画篆刻史

上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他不拘一格，化俗

为雅的大胆探索， 为上海美术乃至中国传统

绘画，拓展出更为深广的艺术内涵。此次展出

的 89 件作品，内容涵盖山水、花鸟和人物，不

少为首次展出。

近年来， 新具象表现油画迅速发展并成

为画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它与传统写实有何

不同？眼下正在刘海粟美术馆举行的“意表独

具———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新具象表现

油画’教学与成果研究展”，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 展览通过章德明教授和 ２２ 位研究生（硕

士、博士 ）的近百幅作品 ，对 “新具象表现油

画”的面貌进行梳理与探讨，意在对学院研究

生教育和培养提供一定的借鉴。

点赞发展成就 期盼务实合作
（上接第一版）

毛里求斯代总统沃亚普里表示， 毛里求

斯希望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中非合

作论坛框架下加强对华合作， 构建更加紧密

的毛中和中非命运共同体。

卢旺达财政与经济计划部长恩达吉吉马

纳说， 中国不仅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

得举世瞩目成就，更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

础上为包括卢旺达在内广大非洲国家提供支

持，卢方愿同中方携手并进，共创卢中关系的

美好明天。

津巴布韦内政部长马塞马表示， 患难见

真情， 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帮助大大提高了津

巴布韦的基础设施水平， 促进了经济社会发

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福祉，津方愿同中方共同

努力，推动津中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智利众议长费尔南德斯表示， 智中建交

４８ 年来，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智

方将继续致力于推动智中关系不断发展，支

持中国为捍卫多边主义所作的努力。

萨摩亚代总理、 卫生部长图伊塔马感谢

中国政府和人民向萨摩亚提供的无私援助，

表示萨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坚定支持中国， 期待在 “一带一

路”框架下深化与中方合作，将两国关系推向

新高度。

土耳其农业部长帕克戴米尔里表示，土

方赞赏中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为世

界各国树立了典范， 土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

关系，希望与中方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务

实合作，推动土中关系再上新台阶。

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斯诺普科夫

说， 白方为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高

兴，愿同中方一道，积极落实两国高层互访成

果， 推动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转化为更多务

实合作成果， 不断丰富白中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内涵。

捷克外交部长哈马切克说， 捷方始终将

发展对华关系摆在外交优先位置 。 自 ２０１６

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高层交

往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捷方希望双边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使两国合作结出更

多硕果。

意大利参议长卡塞拉蒂说， 世界格局正

在经历深度调整，意中两国应继往开来，巩固

传统友谊，推进务实合作，为推动地区与世界

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奥地利数字与经济事务部长施兰伯克表

示，今年 ４ 月，范德贝伦总统和库尔茨总理率

奥地利史上规模最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 充分表明奥地利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

度重视，奥中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合作潜力

巨大。

德国总统府国务秘书施泰因莱表示，今

年德中两国成功举行政府磋商， 为德中合作

开辟了新的领域， 希望未来两国加强国际合

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不断夯实德中友谊。

记者手记

尼玛片多的笑容

红河谷园区，藏红花大棚里，身着藏族传

统服装的尼玛片多从花架上取出一株花株，

轻轻地抹掉旁边的次芽， 又小心翼翼地将其

放回。她脸上的笑容，散发着来自内心深处的

愉悦。 红河谷藏红花公司的老总郑安平介绍

说，尼玛片多 65 岁，是这里年龄最长的打工

者之一。和尼玛交谈，一旁的藏族姑娘央吉帮

助翻译。尼玛说，在这里打工好，干活不累，一

学就会，方便，离家近。 22岁的央吉和尼玛奶

奶都是附近车仁乡的村民， 来这里打工才几

天，干起来活来就像地道的老员工了。

看到熟识的陆剑涛、郑安平等人，她连

连作揖，感谢园区为她提供了增收致富的渠

道。上海援藏干部、江孜县副县长陆剑涛说，

园区藏红花就业岗位特别受青睐，每天收入

一两百元，栽培、抹芽、采花，这样的活计，从

18 岁的小卓玛到 80 岁的老奶奶都能干。

尼玛片多的笑容，让陆剑涛感到十分欣

慰。 这两年，藏红花产业为这里建档立卡贫

困户带来了四五百个就业岗位。 再过两年，

园区及辐射基地的藏红花种植将达到300

多亩，花球超过 1000 万株，将提供就业岗位

超过 1000个。 从日朗乡卡尔村，到康卓乡帮

友唐村，藏红花基地在扩大，藏红花产业链在

扩展，藏红花蜂蜜、香皂、精油、面膜、花饼等，

都在精心谋划布局中。

从东郊村的红河谷园区，去康卓乡帮友

唐村基地的路上， 总能看到高处的宗山古

堡，以及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 此处为 100

多年前悲壮惨烈的江孜保卫战遗址。 “英雄

城”从此闻名中外。目前，江孜县脱贫攻坚进

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积跬步致千里，积小胜

为大胜，陆剑涛说，“红河谷”产业孵化的模

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