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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丰收后，如何再增产？
节粮减损可再造无形良田

三星堆最后盲盒揭盖 ：

象牙、玉器琳琅满目
经过数月发掘，三星堆最后两

个“盲盒”盖子终于打开，7号、8号

“祭祀坑”露出厚实器物层，发现数百

根象牙、玉器、金器、前所未见的青铜

器，复杂程度前所未见，包含的历史

信息和价值超越想象。

记者近日来到三星堆祭祀区考

古发掘现场，这里的进度和前几个月

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面积较

大、被专家认为是一组“CP”的 7号

和 8号“祭祀坑”，神秘面纱终于揭

开，坑中铺满了象牙、青铜器、玉器等

珍贵文物，琳琅满目，层层叠叠，目之

所及非常震撼。

据专家介绍，7号和 8号“祭祀

坑”的特点之一是象牙非常多，7号

“祭祀坑”已经暴露出来的象牙已有

180 根，8号“祭祀坑”已有 202 根，

这还不算埋在下面尚未露出的。

“尤其在坑中央的部分，象牙有

好几层，几乎是密不透风的，下面什

么器物都看不到。”负责 7 号“祭祀

坑”发掘的四川大学教授黎海超说。

黎海超介绍，7号“祭祀坑”还

有一个特点是玉器多，其中包括玉

璋、玉凿、玉斧、玉瑗等，琳琅满目，美

不胜收。“满满的一层几乎都是玉器，

数量让人震惊。”

甚至还有好几件前所未见的玉

器。其中一件还未完全出土的葱绿色

“玉板”很有特色，看起来它镶嵌在一

块镂空的青铜网格之中，形态非常罕

见。商周时期称青铜为“吉金”，黎海

超说：“这件首次发现‘金镶玉’，还

需要进一步发掘确认最终形态。”

此前与其他“祭祀坑”同时发掘

的 8号“祭祀坑”是目前唯一有厚实

灰烬层的，考古学家们花费了长达 4

个月的时间来清理，从灰烬里清理出

3000 多片青铜器碎片、280 多件玉

器、超过 360件金箔器等。

在参观者看来，表层的碎片似乎

有点可惜，价值不高。但专家们认为，

这些碎片对研究当时的祭祀文化、流

程具有很高价值，而且数量较大，经

过修复也能惊艳亮相。

负责 8号“祭祀坑”发掘的北京

大学副教授赵昊告诉记者，一些大型

青铜器在象牙层的表面开始露出来

了，其中一件神坛造型之复杂，内容

之丰富，就连考古学家都感到震撼。

“太奇特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

给它定名。”赵昊说。

根据赵昊描述，这件神坛与

1986 年三星堆发现的神坛完全不一

样，因为神坛还未完全出土，目前只

能看到局部，已经露出了三层正方形

台基，台基上有姿势迥异、大小不一

的青铜人像造型，有的身着飘带彩

衣、翩翩起舞，有的小腿布满文身、肩

扛祭品……神坛上还有一只戴着“项

圈”的神兽。

这件神坛旁边还有一只目前发

现最大的三星堆“神兽”，相当于成年

的柯基犬大小，大眼宽嘴，细腰粗腿

厚臀，看起来非常可爱。神兽头上的

独角还顶着一个平台，平台上站立着

一个青铜立人。

“为什么说神坛很重要？它不只

是一个单独的器物，更重要的是它描

绘了一个祭祀场景，代表着三星堆的

人对于世界的理解。”赵昊说。

此外，8号“祭祀坑”还发现了

见证中原文明和古蜀文明交融的朱

砂彩绘青铜尊、面部彩绘的青铜人头

像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

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冉宏林介绍，

目前 7号和 8号“祭祀坑”也只是刚

刚揭开“盖子”，更多精彩文物尚待揭

晓，好戏还在后头。    （据新华社）

粮食丰收后，如何再增产？记

者从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国际

粮食减损大会上了解到，与会各方

认为通过开源与节流并重，增产与

减损并举，将“节粮减损等同于粮

食增产”的理念贯穿到生产、收获、

储存等多个环节，可以增加粮食有

效供给的“无形良田”。

当前，全球粮食需求刚性增

长，淡水等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

剧，粮食增面积、提产量的难度越

来越大。与会各方代表认识到，现

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粮食生产背后是大量耕地、

水、农资等要素的投入。农业农村

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介绍，生

产减损依然是大范围的、需要任重

而道远的行动环节。特别是要建设

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提升机械

化、标准化作业水平，做到生产过

程减损。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调查统

计，山东省建成的高标准农田粮食

亩产量可提高 10%-20%，平均每

亩可增产 100 公斤以上。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区亩均节水节电率分

别可达 24.3% 和 30.8%，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之前的 0.5

提高到了 0.64 以上，水土资源利

用效率大幅提升。

在此次会议发布的《国际粮食

减损大会济南倡议》中，来自世界

40 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企业、非政

府组织共 150 名代表，倡议提升农

业基础设施水平，加强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建设。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需要

全方位全链条发力。小麦机收是

确保夏粮丰产丰收的关键一环。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国际粮

食减损大会上表示，我国小麦、水

稻、玉米三大主粮机收率分别达到

97.49%、93.73% 和 78.67%。今

年夏粮机收损失率若降低一个百

分点，就意味着增加粮食产量 125

万吨。

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

挑战，使得全球粮食系统面临前

所未有的压力。2020 年全球共有

7.2 亿到 8.11 亿人口面临饥饿威

胁，全球近 1/3 人口无法获得充

足的食物与营养，同时全球近 1/3

的食物被损失或浪费，为世界敲

响了警钟。

在济南举行的国际粮食减损

大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在视频致辞中呼吁，各国

群策群力、协调行动，减少粮食损

失和浪费。

与会各方倡议，运用新技术、

新设备、新工艺，加强集约、可持

续、低碳的现代化粮食产后服务体

系建设，实现产后全过程、系统化

节粮减损，建设“无形良田”，实现

“无地增产”。

在中储粮济南直属库，矗立着

一个个体积庞大的粮仓。人们即便

不进入粮仓，通过高清摄像头，也

能清晰看到粮仓中的颗颗麦粒。中

储粮济南直属库仓储管理处副处

长安西友说：“粮仓自带中央空调，

还有智能通风等绿色储粮技术。粮

仓平均温度常年保持在 15 摄氏度

及以下，最高粮温不超过 25 摄氏

度，有效延缓粮食品质变化。”

目前，山东中储粮系统共安

装 4500 个高清摄像头，28 万个温

度传感器，实时对粮情进行预警预

测。中央储备粮综合损耗率从 2%

降至 1% 以下。以济南库为例，一个

储存周期，粮食损耗减少 1600 多

吨，相当于 3000 亩良田一季的粮

食产量。

除了“大粮仓”，适合千家万户

使用的“小粮囤”对节粮减损也很

重要。会后发布的《国际粮食减损

大会济南倡议》中专门提出，为农

户提供科学储粮的技术培训和服

务，重点加强小农户储粮新装具的

推广和使用，提升粮食品质。

在实践中，“小粮囤”的作用已

经发挥出来。自 2007 年以来，山

东省累计投资 3.71 亿元，为

农户发放科学储粮

仓 98.8 万 个。据

测算，这些储粮

仓全部投入使

用后，比传统方

式储粮损失率降

低 5 个百分点，每

年可减少粮食产

后损失 4.9 万吨。

据联合国粮

农 组 织 数 据，粮

食损失率降低 1 个

百分点，就相当于增

产 2700 多万吨粮食，够

7000 万人吃 1 年。面对粮食

损失和浪费这一全球共同的

挑战，各个国家为此都采取了一

些积极措施，有的国家出台了专

门的法律打击食品浪费，有的国

家加大了资金投入。

我国已经以法律形式规范

消费者和餐饮行业行为，

节约资源，促进经济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未

来，节粮减损还需

要社会公众共同参

与，弘扬中华民族勤

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倡

导文明健康、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的消费

方式。

      （据新华社）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

有关负责人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

和旅游部等部门，9月 8日对腾讯、

网易等重点网络游戏企业和游戏账

号租售平台、游戏直播平台进行约

谈，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

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

售交易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游

戏租号已形成由租赁平

台、“上号器”软件、出租

方等组成的产业链，最

少花十几元钱就可租

用他人账号登录，绕开

游戏平台的未成年人

审核系统。在约谈后，部

分商家已暂停租号服

务，一些租号平台出台

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的

公告。腾讯游戏相关负

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表

示，将强化游戏登录环

节的人脸识别策略，阻

止未成年人租买账号玩

游戏的行为。

花十几元
就能租号玩网游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严

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

知》，严格限制向未成年

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

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

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

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

时至 21时向未成年人

提供 1小时服务，其他

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

戏服务。但是游戏租号

产业却钻了空子。

某电商平台上，有

的租号店铺成交量上万

次，价格根据账号的装备从十几元

到百余元不等。购买后，买家则去租

号平台选择心仪账号，选中后，通过

“上号器”App用此账号登录游戏，

不需要以常规方式点击、登录。在此

过程中，出租方的账号和密码信息

均对买家保密。

某租号平台上，有各类网络游

戏100多款，其中某一款热门游戏

的可租账号达4000多个，不少账号

还打出类似“租5小时送２小时”的

优惠，一旦下单，租用者便会连续用

此账号玩7个小时。

花钱租号、再使用第三方软件

登录游戏，绕开了游戏平台设置的

未成年人审核环节，这也意味着，对

未成年人防沉迷的把关也前移到了

租号平台和“上号器”App。然而记

者发现，虽然两者都有相关的提醒

和信息审核，但漏洞依然存在。

租号平台和“上号器”App在

用户付款前都要求填写姓名和身份

证信息，但一些平台在用户填写完

信息后缺乏更多的身份认证手段，

而当用户第二次再付款时，就不需

再次填写信息，之后的使用便一路

绿灯，再无严格把关。

平台被约谈后
部分商家暂停租号交易

近年来，租号服务已经形成产

业链。除了未成年人群体外，一些喜

爱高档装备却不愿自己

打造的玩家也会租号或

是买号，一些游戏玩家则

靠出租游戏账号获利。

一位游戏玩家告诉

记者，自己在某款游戏上

倾力打造了多个账号，在

某租号平台上出租，每个

账号每月支付平台 150

元，自己则取租金获利。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

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会

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

游部等部门，9 月 8 日

在约谈时强调不得以任

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

网络游戏账号租售交易

服务。

记者 9日联系了电

商平台的多位商家均表

示，因为政策原因暂停租

号服务。“目前还不知道

何时恢复。”一位店铺客

服说。

某租号平台则打出

公告称，平台将加强自

检，针对相关诱导未成年

标题描述货架进行处理，

强化平台监督工作，“上

号器”增加人脸识别功

能，严禁 18岁以下用户

产生交易行为，请平台各

位号主积极配合平台及

时调整货架信息。

一位出租账号的玩

家告诉记者，目前苹果系

统的某些游戏账号已无

法出租，因为租号进游戏

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人脸

识别。

游戏平台将在用户登录时
采取人脸识别技术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通知后，

腾讯、网易等游戏平台均表示将坚

决落实。

对于租号一事，腾讯游戏相关

负责人表示，腾讯游戏将根据租买

账号会在多个设备使用等特点，强

化游戏登录环节的人脸识别策略，

阻止未成年人租买账号玩游戏的

行为。

据介绍，腾讯游戏自2017年起

就针对违规从事账号租卖的第三方

平台展开了持续的维权工作。截至

目前，已向超过20家账号交易平台

和多个电商平台起诉或发函，要求

停止相关服务。

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会员、北

京市立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吴让军说，账号租用涉嫌违反网

络安全法对于网络服务实名制的

相关规定，也不利于防止未成年人

网络游戏沉迷的工作，建议将相关

产业链纳入监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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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人员在四川德阳广汉市三星堆考古发掘现
场 8 号“祭祀坑”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