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根据教育部15日发布的《关于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

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我国将逐步完善中小

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体制机制， 把学生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和成效纳入中小学

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意见》的制

定和发布是针对新形势新要求加强德育工

作的重要举措， 旨在加强当前中小学德育

的薄弱环节，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

传教育和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 探索形成

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活动的有效形

式和长效机制；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促进学

生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

正义理念，养成遵纪守法、遵守规则的意识

和行为习惯；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学生

养成勤俭节约、低碳环保的行为习惯，形成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加强网络环境下的德育工作，引导

学生文明上网，树立网络责任意识，增强对

不良信息的辨别能力， 防止网络沉迷或受

到不良影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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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声刺耳的金属断裂声，一

辆双层公交车的车顶棚被当街掀翻。

15日上午，广西南宁市一辆701路双层

公交车， 途经青竹立交时不慎撞上限

高架，公交车顶棚被当场掀飞，事故导

致车上28人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发生

后交警、 消防、120等相关部门到场施

救，目前，所有伤者均送往医院救治，

暂无生命危险。

目击者王先生称，该处设置的3.5米

限高防控架是这两天安装上去的。王先

生认为， 造成掀顶发生的直接原因，应

该是新设置了限高防控架，驾驶公交车

的司机误判了高度从而引发了掀顶事

故。新设置的限高防控架虽然涂抹了醒

目的黄黑相间油漆，但在驶入该条辅道

的入口处却没有警示标志。平时习惯通

过此地的大型车辆，一旦误入这条车道

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

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安装限高架主要是为防止

大型的超高、 超重车辆撞击到桥底，避

免对大桥造成安全隐患而安装的，该限

高架限高为3.5米，是根据该处桥底净空

高度而定的，且安装限高架的方案是经

过建委、规划、交通等多部门论证评定

的，是根据施工图纸而安装的。在限高

架正上方悬挂有限高3.5米的标志，标志

红白相间清晰可见。701公交车即使来

到限高架前，司机如能及时发现自己的

车超高了的，还是可以右转往青山路绕

行，然后在青山路上调头再行驶回青竹

立交桥，完全可以避开限高架处。另外，

在青竹立交桥底由西往东方向的限高

架安装点，也是留给司机可以绕行的空

间。

据南宁晚报

撞上限高架

双层公交被削顶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张绍忠说，2008年月牙泉干得最

“凶”， 管理处紧急启用泉边的全部八

眼水井， 往月牙泉渗水， 仍不见好转。

“眼看泉要消失， 当地政府就特别急

了。”杨俊仓说。2008年3月，据月牙泉管

理处提供的资料，敦煌市政府向国家开

发银行贷款2000万元、实际总投资4100

万元的 “月牙泉水位下降应急治理工

程”部分启动。杨俊仓团队的设计方案，

付诸实施：在月牙泉外围建三个大型地

下渗水场，对月牙泉区域地下水进行回

渗补给。2009年， 管理处调配两名工作

人员随张绍忠“全年放水”。张算不清

一共放了多少水，“我只记得，那一年光

电费都花了100多万元。”

应急治理工程建在月牙泉西北7公

里处。 负责人张绍忠在现场向成都商报

记者演示， 将地下水和总干渠里党河的

地表水抽到调蓄池，经沉淀，由三台45千

瓦的水泵将水抽到两个澄清池，加药物，

让水上的漂浮物快速结合， 和泥沙一起

排入泥沙池； 水经两次澄清后到无阀滤

池， 池底有滤料， 过滤后进入清水池，

“要把水处理成接近纯净水的水质”；清

水通过管道进入渗水池。“渗水池深10

米，有11根井管导水到月牙泉底。”

张绍忠如今还每天盯着机器。“放

水放了整整半个月， 过几天还要再放。

夏天蒸发量大， 水放得更频繁。”4月12

日，他说，会根据月牙泉水位监测情况

灵活掌握排水量。

敦煌居民将上述回灌补水的治理

措施，称之为给月牙泉“输液”。“只能

解燃眉之急。”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

工程研究所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副站

长张伟民说。张绍忠也说，党河水库的

水有限，总干渠有几个月是枯竭的，“总

干渠没水时，我们只能靠那八眼水井现

抽地下水给月牙泉补，问题是敦煌地下

水一直在下降，抽不到水了怎么办？”

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原水资源

室负责人杨俊仓受命对月牙泉进行“调

查”。1998年，杨俊仓团队在月牙泉四周

打下5眼千米深的钻井， 进行地质结构

分析，首次提出“月牙泉水位下降的根

本原因是区域水位下降”。 此后这一观

点得到广泛认可。“我们当时就提出来，

治本没有可行的办法，还得先应急。”杨

俊仓说。

接下来的抢救措施仍不见效。1999

年，月牙泉部分泉底暴露出来。2000年，

杨俊仓等完成设计了应急治理工程的

方案。“当时敦煌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只

好用简易渗灌补水方案。” 张绍忠说，

2001年敦煌在闫家湾征收了240亩地，

用党河水库总干渠支渠的水直接往地

里注水，以期水能往月牙泉渗。那时，张

绍忠等6名管理处工作人员“拿铁锹把

支渠挖开”， 全年放水， 水淌5公里远。

“有时刚放完， 就被村民截走去浇地

了。”张说，这个土办法用水量大，效果

也不好，“水的走向四通八达，渗到月牙

的水顺着泉底就向东流走了”。

2008年， 月牙泉露出三道沙梁。当

时公开报道称， 又给月牙泉下了一次

“病危通知书”。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牛亚皓 发自甘肃

有关专家曾一度担心敦煌会成为“第二个

楼兰”， 称要拯救月牙泉和区域地下水位的持

续下降，得动“大手术”。杨俊仓说，多年前就

有人提出“引哈济党”的设想：从哈尔腾河的

苏干湖调水入党河。2011年， 国务院批准了这

项水利项目。据媒体公开报道，该项目预计投

资47亿元，每年将有1.2亿立方米的水被调入党

河，4000万立方米的水将专门补给月牙泉。

敦煌市委有关工作人员向成都商报记者

透露，“引哈济党”工程的审批正处于关键阶

段， 具体负责单位为酒泉党河流域水资源管

理局。 局长藏玉4月14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该项目正被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评估论证，

方案还没敲定下来，“敦煌用水有困难，这是

实际问题”。

杨俊仓所在的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负责该项目的苏干湖盆地调水、 敦煌盆地渗

水等水资源评价工作，“工程的难点在于两

地生态的平衡，从上面调水，上面的生态怎么

办？ 国家方面一直在评价和论证， 时间比较

长。据我了解，这个工程预计5年才能完成。”

月牙早没了

泉也快干了

千年月牙泉靠输液续命

进一步拯救月牙泉的“引哈济党”工程的审批正处于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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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甘肃敦煌，匈牙利籍探险者斯坦

因从莫高窟， 驮走了大量珍贵的经卷。 这一

年，他还在这片荒漠中的另一处停下、拍照：

两匹瘦马的后面是一座庙宇， 庙宇的后面是

一汪呈大月牙形的清泉。如今，这两幅照片挂

在敦煌鸣沙山月牙泉管理处会议室的墙上。

作为地质学上的一个奇迹， 它因形状酷

似一弯新月而得名的月牙泉，位于敦煌鸣沙

山沙丘之间。“据地质专家测算， 它在一万

两千年前就形成了。”月牙泉管理处主任李

新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最早关于月牙泉

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两千年前的东汉，“千古

不涸”，水面、水深极大；据称清朝时还能跑

大船。

据月牙泉管理处向成都商报记者提供的

资料，上世纪60年代初，月牙泉水域面积22亩

（14667平方米）有余，平均水深8米多。

据月牙泉管理处新编的《鸣沙山月牙泉

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一书，1975

年6月，在“以粮为纲”的精神驱动下，杨家桥

公社在月牙泉安装了三台水泵， 进行大规模

的抽水实验， 连续抽了一个星期， 泉水急降

1.1米。1976、1977年，杨家桥公社“学大寨”，

安装水泵抽水灌田，每年抽4至6次，年提水量

3至4万立方米，“结果粮食没打下多少，泉水

急剧下降、泉岸严重坍塌，泉眼堵塞，使千古

名泉面临干涸的危险”。

李新民说， 月牙泉有靠地下水自我补给

的能力，泉下是松散的沙粒层。甘肃省地质环

境监测院原水资源室负责人杨俊仓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敦煌境内有两条大河，疏勒河和党

河；1958年，疏勒河上游的双塔水库建成后，疏

勒河在敦煌境内长达300多公里的河道断流。

党河成了月牙泉的“生命之源”。1975年，敦煌

又修建了党河水库，下游的地表径流断流。

“为搞农业灌溉，向下游建了党河水库

的总干渠，起初是土渠，水还可以往下渗透，

后来渠道都用砖垒起来了。” 月牙泉管理处

水处理管理中心负责人张绍忠说。

另据月牙泉管理处提供的资料， 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起，由于移民等因素，敦煌人口急

剧增长，耕地面积也逐年增加。张绍忠说，党

河水库总干渠的水满足不了农业灌溉所需，

村民就打机井，“家家户户有井丈余深”，让

靠地下水补给的月牙泉的呼吸更加沉重。

据《大事记》，1985年，月牙泉平均水深

仅为0.7至0.8米， 泉中露出一道沙梁，“可以

走人，‘池’水一分为二，月牙泉不再呈月牙

形”。这一年，有2000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月牙

泉似已名存实亡。

甘肃敦煌八景之一的月牙泉，从1985年开始就“不再成月

牙形”。次年，修复月牙泉的工程正式开始，至今已经走过28年

的路程。其间，从“淘泉补水”到“简易渗灌补水方案”到6年前

开始的“月牙泉水位下降应急治理工程”，一次一次地人工补

救，只是为了不让这汪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老泉“死”在我

们这代人手上。如今，情况却仍不乐观。近日，成都商报记者了

解到，敦煌为拯救濒死的月牙泉提出的“引哈济党”的（从哈尔

腾河的苏干湖调水入党河）计划在2011年国务院批准后，目前

这个工程的审批正处于关键阶段，项目正在被国家发改委有关

部门评估论证。不过，在“大手术”来临之前，美丽的月牙泉还

得靠“打点滴”维持生存。

昔日的敦煌执政者曾在公开场所

表示，不想成为“历史的罪人”。据《大

事记》，1986年敦煌市成立 “修复月牙

泉办公室”，开展“爱敦煌，修月牙泉”

活动，社会各界共捐款9万余元；水利专

家对月牙泉水位下降原因分析论证后，

决定采取“淘泉补水”的抢救措施：清

淤淘沙， 将党河水引入一个沉淀池内，

再用管道直接输入月牙泉。

这次的治理，使月牙泉水深上升

至4.2米，水质却变得浑浊不堪，甚至

发臭。1972年生的高小荣记得， 他小

时候月牙泉的水清澈蔚蓝，是可以直

接喝的。“河水有各种漂浮物，直接注

入泉水，经太阳一晒，就会变臭。”张

绍忠说，“这次治理没成功，后来被叫

停了。”

人工补水一中断， 月牙泉就缩减。

1997年4月， 泉水深由淘泉后的3.5米下

降至1.3米， 水域面积由13.5亩减少到

8.69亩，四周继续沙化、植被大量枯萎。

月牙泉正在“死去”。

千年古泉

“涸”于一旦

缓涸

之计

淘泉补水

水位高了，可泉水臭了

壹

渗灌补水

用水量大，效果也不好

贰

输液补给

耗资巨大 只能解燃眉之急

叁

从上面调水

上面的生态怎么办

双层公交撞上限高架 28人受伤

设计寿命10年

现在已用6年

据《大事记》，“人为因素

是导致月牙泉水位下降最直

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月

牙泉的萎缩实质上是党河灌

溉区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

的必然结果”，区域水位在

20

多年中下降了

10.77

米，如今

仍在以每年

0.24

米的速度下

降。月牙泉应急治理工程设

计的可用期限是十年，“超过

十年，就不起作用了。现在已

过了

6

年”。 甘肃省地质环境

监测院原水资源室负责人杨

俊仓说。

>>进一步解救方案

我国将“社会实践”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制图 王珏菲

输液补给示意图

这就是给月牙泉输液的两个大吊瓶

如今的月牙泉只剩一汪浅水

1986

年泉底露出，变成“哑铃形”

1906-1908

月牙泉的水面几乎与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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