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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年前，圆明园惨遭焚掠，自此下落
不明的马首铜像 12 月 1 日回归故园。国家
文物局当天正式将圆明园马首铜像划拨北
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收藏，宣告这匹

“骏马”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
重要文物。

马首铜像的“回归之路”凝聚了多方努
力——2007 年，它现身拍卖市场，被港澳知
名企业家、爱国人士何鸿燊出资购回；2019
年，在国家文物局积极推动下，何鸿燊决定
将圆明园马首铜像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在
捐赠仪式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宣布，
要送马首铜像“回家”，回到原属地圆明园。

刘玉珠介绍说，一年来，国家文物局和
北京市各有关方面选定圆明园正觉寺作为
展示场地，确定文殊亭作为马首展区，并且
克服疫情影响，实施展示提升与安防改造工
程，使正觉寺具备了文物安全与展览条件。

1 日，《百年梦圆——圆明园马首铜像
回归展》亮相正觉寺。展览以马首回归为
主线，分为圆明重光、万园之园、马首回归
三个单元，展出文物、照片等共约 100 组
件，将作为正觉寺基本陈列持续展出。

马首铜像

飘泊百年
回归“故里”

12 月 1 日，在北京圆明园举行的《百年梦圆——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
展》上，一名参观者拍摄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海晏堂复原模型。

云南省冷链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
台“云智溯”11 月 30 日正式上线，进一
步加强进口冷链食品安全监管。群众
购买冷链食品可扫码溯源，实现来源可
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据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该平台实行“首站赋码”管
理，采购进口冷链食品的生产经营单位
作为首站，通过平台上传相关产品品
种、规格、批次、产地、检验检疫、核酸检
测、预防性消毒等追溯数据，并按批次
为产品进行电子追溯码赋码。

在销售、流转的各个环节，全省进
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均可通过该
平台上传产品收发货信息以及进口冷
藏冷冻肉类、水产品的来源、流向等追溯
数据，应确保数据真实有效、完整准确。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对于
未按照“云智溯”管理要求上传产品追
溯数据的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应做到不采购、不销售、不使用；生产经
营单位在面向消费者进行销售时，应在
进口冷链食品产品包装或货柜明显处
加贴“云智溯”电子追溯码。广大消费者
可通过微信扫码查询产品追溯信息。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青岛市卫健委 1 日通报，青岛市下
辖的胶州市 30 日对进口冷链产品“应
检尽检”人员进行定期例行核酸检测
时，发现 1例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李某某，男，30
岁，在青岛锦宜水产有限公司从事搬运
及消杀工作，是胶州市纳入“应检尽检”
定期检测范围的人员，前期历次例行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李某某 30 日的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青岛市疾控中
心核酸复检阳性，综合流行病学史、临
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组确定
为无症状感染者，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
观察。经追溯，在李某某搬运过的一批
次进口冷链海鲜产品外包装检测出阳
性样本，此批货物已全部封存。

目前，青岛市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
486 人，均已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
全部完成核酸采样；首批已出检测结果
478人，均为阴性。

目前，青岛市正组织开展对重点人
员进行排查、隔离及核酸检测，对相关
区域进行封控和环境消杀，对其他风险
人员继续进行排查。

山东胶州发现
1例无症状感染者

云南上线冷链食品
安全信息追溯平台

记者从 1 日举行的内蒙古自治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将南区街道办
事处、兴华街道办事处、扎赉诺尔区第
四街道办事处划定为新冠肺炎疫情中
风险地区，并实施相应管控措施，满洲
里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11 月 27 日，满洲里市启动第二轮
全员核酸检测，累计采样 203378 人，检
出阳性 8 人，其余均为阴性。截至 12 月
1 日 7 时，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18 例、疑似病例 2 例、无
症状感染者 2例。

满洲里市副市长郭晓芳介绍说，满
洲里市将中风险地区的管控范围精准
到楼、单元，建立了区长、楼长、单元长

“三长”联动机制，全力做好管控工作与
服务保障。

满洲里3个区域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英俊帅气的 20 岁藏族小伙丁真，
连同他的白马“珍珠”，成为近期中国
互联网上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个大男孩凭借清澈的眼神和灿
烂的笑容意外在网上走红，人气迅速攀
升。一段时长仅 7秒的丁真脸部特写视
频，截至 11 月 28 日已累计在短视频社
交软件抖音上获得超过 274万次点赞。

有网民评论，丁真的外貌“又野又
甜又纯真”，生活在都市中的网友被丁
真的颜值吸引，更被他接受采访时表
现出的纯真与质朴感动，直呼其为“网红
界的一股清流”。连他的白马“珍珠”，也
因为胖、腿短被网友讨论了一番。

有趣的是，当丁真为家乡理塘县
拍摄的旅游宣传片于 11 月 25 日正式
发布后，不少网民表示为了丁真想去
西藏旅游。但实际上，理塘县位于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距离州
府 康 定 285 公 里 ，距 省 会 成 都 654 公
里，因海拔 4014 米，有着“世界第一高
城”的美誉。

随后，四川各大媒体和文旅部门
“按捺不住”，纷纷发文澄清丁真是四
川人。丁真自己也在微博上晒出一张
照片，照片中的他手举一张红纸，上面
写着“家在四川”。

但此举并未终止话题，反而引发
更为广泛的讨论与传播。西藏的媒体
和文旅部门或直接邀请丁真去西藏，
或借热度推广西藏的冬季旅游项目。
随后，青海、甘肃、山东、浙江等更多省
份加入邀请丁真做客的行列中，趁机
宣传本地旅游资源。

这种“抢人”行为，进一步引发网
民关注，不仅让丁真频频登上热搜榜，
还为处于周末假期的中国网民提供了
谈资。

一位网友评论道：“带动全国旅游
经济，这样的网络红人才是真红。”还有
的网友关注到，这次各地的政务、媒体
官方微博为了丁真“抢人”，这种互动
方式很新鲜，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官方微博也不一定就是死板的
啊，活跃一下可能真的带动了旅游发
展呢？”网友说。

据了解，随着丁真在网络上的持
续走红，理塘县勒通古镇、格聂神山等
旅游景区热度近期明显升温，因为丁
真而特意改变旅游线路前来参观的游
客不在少数。

但不少网民也对丁真的未来表示
担心：“有传言说丁真要去参加选秀节
目，希望他不要被商业公司包装，失去
原有的纯粹。”

记者了解到，目前丁真已成为理
塘县的旅游形象代言人。理塘县文旅
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冬告诉
记者，公司与丁真签订了合约，除给丁
真发放工资和“五险一金”外，公司不
参与丁真的商业收入分成，除去成本
费用后，都归丁真所有。

“甜野”藏族小伙走红中国网络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纪委监委 11
月 30 日发布通报，对于沈阳市第 127 中
学教师金某有偿补课、家属殴打学生家
长事件，给予金某开除处分，免去校长
金某职务，免去铁西区教育局副局长郭
某职务，铁西区教育局和 127 中学多名
工作人员也受到纪律处分。

经沈阳市铁西区纪委监委调查，沈
阳市第 127 中学七年二班班主任金某违
反廉洁纪律，违反职业道德，依据《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小学
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沈
阳市教育局关于防控新冠疫情期间严
肃查处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补课的通
知》的规定，给予金某开除处分。

沈阳市第 127 中学教师张某、佟某
参与此次有偿补课，违反廉洁纪律，给
予张某降低岗位等级、留党察看两年处
分；给予佟某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沈阳
市第 127 中学校长金某、党总支书记何
某违反工作纪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分别给予校长金某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沈阳市第 127 中
学校长职务；给予党总支书记何某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铁西区教育局落实教师师德师风
建设工作不力，对全区教师有偿补课问
题治理不到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给予区教育局局长贾某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分管副局长郭某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副局长职务；鉴于
副局长阎某对违规补课等问题日常教
育督促不力，给予其批评教育；给予学
前与终身教育科工作人员戴某党内严
重 警 告 处 分 ；给 予 监 审 科 工 作 人 员 张
某、李某党内警告处分；对监审科科长
陈某诫勉谈话。

沈阳“拉班补课”事件
处理结果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