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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有网友发微博
称，名为“西伯利亚狼”的主播，
发布了自己在青海采摘“雪兔
子”的视频。

目前，该主播账号已被封
禁，警方已介入调查。

网传视频显示，8月3日，该
主播发视频称：“青藏雪莲花，
原生态海拔5000多米真实采
摘”，并将一朵植物从石缝中连
根拔起，向着镜头展示。该植物
疑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水母
雪兔子”。

同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
厅官方微博在前述微博下评论
称：感谢对青海的关心与支持，
已将本条信息转发给相关部门
处理。发文网友也表示，目前警
方已介入调查。

咋避免采到国家保护植物？
“啥野生植物都不要采”

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水母雪兔子为国家二
级保护植物，明令禁止采挖。

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家顾
有容曾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
表示，大多数“水母雪兔子”生长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流石滩，这
里的地表完全由碎石构成，每年
霜冻期长达8个月至10个月，生
存条件十分恶劣，因此从种子萌
发到开花需要数年才能完成。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植
物学博士顾垒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提到，水母雪兔子是一种
极端环境下的野生植物，“因为
数量稀少，我们科考时连标本
都不舍得采。”

有认证为“中国植物学会
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的
博主在该微博下评论说：有朋
友问他，如何避免采到国家保
护植物？“答案是，啥野生植物
都不要采。”

“水母雪兔子”已不是第一次
以这种方式进入公众视野

2020年7月，拥有300余万
粉丝的美食博主“野食小哥”发
布了一条视频。画面中，他爬上
高山流石滩，采摘濒危植物“水
母雪兔子”，并与泡面同煮而
食。事后，因引发网友大规模质
疑，“野食小哥”于次日删除视
频并道歉。

2020年9月，在国内某综艺
节目中，多位嘉宾前往高原采摘
雪莲。网友指出，他们采摘的“雪
莲”是国家二级珍稀植物水母雪
兔子。此后，节目官方微博发布
致歉声明称，没有实际发生采摘
珍稀植物的行为，但节目播出后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没有
起到宣传好珍稀植物保护规定
的作用。 据新华每日电讯

在“8·15”日本战败并宣布
无条件投降77周年之际，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
留守名簿》，其中包含这个部队
414名成员的真实姓名和个人
信息。这是我国首次公开关东
军化学部成员信息，为开展日
本化学战历史及战后影响研究
提供了史料支持。

关东军化学部是1939年5月
11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
的，又名“满洲第五一六部队”，在
日本国内被称为“日本陆军化学
研究所”。这个部队主要研制一系
列毒剂，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
氯酸瓦斯等，并应用于实战。

据了解，这个名簿原藏于
日本厚生劳动省，2017年转藏
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是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研究团队在赴日本跨国取证过
程中发现的，经过多方努力，于
2021年4月获得。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
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介绍，这
份档案的形成时间约为1945
年，共计237页，详细记载了414
名成员的姓名、出生日期、户
籍、役种、兵种等，及其亲属住
所、关系等信息，暴露出第五一
六部队整体规模、人员构成、职
级等级等基本史实。

据新华社

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东部战区位台岛周边海空
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
巡和实战化演练。这是针对美
台继续玩弄政治把戏、破坏台
海和平稳定的严正震慑。联合

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中，东
部战区飞行员俯瞰澎湖列岛。
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台海
地区和平稳定。

据央视新闻

空军飞行员俯瞰澎湖列岛

我国首次公开
关东军化学部成员信息

一主播采摘濒危“水母雪兔子”？
主播账号被封禁 警方介入调查

■ 高考
14次，复读13
年，出生于广
西的唐尚珺
2022年的高
考情况依然引
人关注。

■“我发
现我走错路
了。”2014年
年初在拍摄纪
录片《高十》的
过程中，陷入
复读旋涡的唐
尚珺说，只是
他真的非常
想要上清华
大学。而这之
后，他又复读
了8年。

■ 唐尚
珺2009年第
一次参加高
考，其后还曾
被西南政法大
学、吉林大学、
重庆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等
多所知名高校
录取。但每次
高考结束后，
他都选择复
读。有网友称
他是“小镇做
题家”，也有很
多人质疑，他
复读这么多
次，究竟是为
了理想，还是
利益？

■ 这一
次，唐尚珺考
上了上海交通
大学，去还是
不去呢？8月
12日，他对成
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说
“有考虑去”。
而读了14次
高三的他，是
怎么坚持下来
的？背后经历
了哪些不为人
知的故事？现
在又在想些什
么呢？

考上上海交通大学考上上海交通大学，，这次这次，，他他““考虑去考虑去””
清华梦醒了清华梦醒了？“？“年纪大了找工作很难年纪大了找工作很难””

唐尚珺今年33岁，体型偏瘦，身穿白
色T恤，背着一个黑色小挎包。他骑着电动
车在南宁大学城附近穿梭，看上去像一个
大学生。因为年年都复读，唐尚珺多次登
上热搜榜，关于他的各种声音不断。

今年，他还是抵触媒体采访，但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找到他，在大学城附近
的夜宵摊前，他还是礼貌地接受了采访。

唐尚珺出生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
的一个小山村，有3个姐姐、1个哥哥，老爸
此前是一名小学老师，后一直务农，老妈
不太识字。

在唐尚珺的印象中，父母的农务繁
重，姐姐、哥哥也和村里的孩子一样，很早
就辍学打工。唐尚珺小时候喜欢在田间奔
跑、摸鱼、玩泥巴。那时候他好像不用刻意
学习，小学成绩一直排名班级第一。

唐尚珺听父辈谈起，上个世纪90年
代，他们村庄附近有个老乡考上了清华大
学，后来那个老乡还给村里修了一条路，
成了当地长辈激励孩子的榜样。考清华大
学，唐尚珺从小学就设定了这个目标。

2002年，唐尚珺考上县里最好的中学上
思二中。他和同样来自农村的何汉立成为了
同学，还相约去北京上大学。唐尚珺记得，初
一曾考到班级第4名，初二成绩开始下滑，

“其实我一直很贪玩，经常到外面瞎逛”。
唐尚珺读过两个初三。第一个初三

时，他因为贪玩，很多功课都落下了。尤其
是数学，遇到不会做的题，他就责怪自己，
用拳头锤墙。距离中考越来越近，他开始
出现头晕的症状。有一天去食堂排队打
饭，突然就倒在了食堂。

他形容发病的症状，整日神情恍惚，

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啥都做不了，而
且每次发病都会持续10天左右。医生认为
这是神经衰弱，但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
那之后，几乎每年临近考试，“怪病”都会
发作，直到2014年才好。唐尚珺也因为这
个“怪病”没有参加第一次中考。他从暑假
休养至春节后，才回到学校重读初三。最
后考上了附近最好的高中钦州二中。

唐尚珺和何汉立认为，他们都出身于
农民家庭，身边没有可以引导的人。唐尚
珺现在想来，如果读应届高中时有人给他
指导，就算不是想考的清华大学，也早就
上其他大学了。

2009年，唐尚珺第一次参加高考，老
爸来县城接他，他说好多题都留的空白。
姐姐帮他查分，370多分，远远不能上清
华。却不知，他从此一直“停留”在高三。

“小镇做题家”唐尚珺
和他的14个高三

2010年的高考，唐尚珺的分数上了三
本线，被一所专科学校录取。家人劝他去
上专科，他拿着学费和生活费，瞒着家人
开始复读的生活。

“身边很多人考不好就去复读。”唐尚
珺觉得，去复读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也关
注同学的录取情况，有一个同学被中国科
技大学录取。

后来何汉立拍摄纪录片《十年》的时
候，问他想考哪所学校。唐尚珺一心只想
考清华大学，但他说不出口，就在黑板上

写上“中国科技大学”几个字。
复读的时候，他并不觉得有多大压

力。在他的意识里，复读就意味着分数能
提高。那几年，唐尚珺拿着家人给他读大
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年复一年地进入复读
班。他时常会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目标
是清华，但也无法抵御自己的惰性。他爱
玩，也会走神，好在每年成绩的确会进步。

但还是远远不能上清华。2013年，唐尚
珺考上了一本。那年暑假，他坐了近30个小
时的火车去北京。到达时，清华大学的新生

正在军训，他希望自己以后来这里军训。
2014年，他以583分的成绩考上了西南

政法大学。那一年，同样有清华梦的吴善柳，
唐尚珺复读班的同学，历经10次高考后，最
终以钦州市理科第一名被清华大学录取。

吴善柳也出生在广西的普通村庄里，他
考上清华大学后，引发了争议，“高考专业
户”“占用和浪费社会教育资源”“从中牟利”
等言论瞬间将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吴善
柳否认以此牟利，他表示听说过奖金的事，
但从没收到过,，“只是想考个好的大学”。

2013年秋，唐尚珺还在复读。但在家
人眼中，他已经毕业，应该工作挣钱了。除
了学校每月给的约400元补助，他没有收
入，一度穷得没有钱吃饭，问过姐姐借钱。
他在QQ上联系何汉立，说出了自己的秘
密：他还在复读，而且经济拮据。

此时已是广西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的何
汉立，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就说服唐尚
珺拍摄纪录片《高十》。纪录片中，2014年春
节，已“毕业”的唐尚珺在钦州大街上买了一
些礼物，回家过春节。他给了老妈500块钱，还
给晚辈发红包。见儿子已毕业，老爸终于
卸下重担，开始翻修房屋边上的排水沟。

在老家昏暗的灯光下，唐尚珺一边弹
起吉他，一边哼唱《老男孩》的歌词，“梦想
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
落又是一季……”

2014年1月，唐尚珺在家乡的小河边
说：“我发现我走错路了，不应该回头那么
多……我现在有点厌学了，我不想再这样
下去。我都瞒了他们，那种感觉可能都没
人懂哦，很难受的。本来我想考个好大学，
现在我觉得考大学也没有很重要，我觉得
跟家人在一起也很重要啊。”

因为愧疚，唐尚珺一到寒暑假，就回
家帮干农活，把一年最重的体力活集中做

完再上学。
2016年，唐尚珺考了625分，被中国政

法大学录取。语文老师觉得学校不错，劝
他去读。唐尚珺决定向家人坦白。在医院
病床旁，他把录取通知书给老爸看，因为
老爸已诊断肺癌晚期。虚弱的老爸没有责
备，还鼓励他说，“精神值得敬佩，值得自
豪，将来青出于蓝胜于蓝。”

带着父母去北京，是唐尚珺的梦想。
何汉立也争取到费用，拍摄了唐尚珺和父
母第一次去北京的场景，他们去天安门，
去爬长城，还去看唐尚珺未来的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然而，和家人坦诚几个月后，唐尚珺
又进行了新的隐瞒。那年开学，他去中国
政法大学溜达了一圈，又回到广西平果读
高中。这次复读，一是因为没考上清华大
学，另外老爸重病需要钱治疗，而广西平
果三中用高额奖金吸引高分复读生。

2017年，唐尚珺有两名同学考上了清华、
北大，获得60万元的奖励。但他并没有考好，
较2016年反而降了几十分。除了请假回家照
顾老爸两个月，还可能受谈恋爱的影响。

2018年，他和女友都考上了广西大

学，但唐尚珺还是选择复读。当地一些私
立复读学校给出的奖金或生活方面的其
他福利，一年可能有好几万元，甚至超10
万元。这几年，他在各个有高额奖金的学
校复读，不仅入学能获得一定的奖金，在
模拟考试中也常常能名列前茅，甚至成为
一些学生眼中的“大神”。

唐尚珺考得最好的一年是2019年，
645分，被重庆大学录取。但之后成绩都在
600分上下徘徊。他认为，每年都会有新的
考察方式，以往积累的一些知识就不适用

了。他不能像应届生一样从高一就系统地
接受训练，而是一直停留在高三。

今年，唐尚珺参加了第13次复读高
考。8月5日，他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那是在
其2022年复读高中的表彰大会上，他拿着
一块写着“热烈祝贺唐尚珺同学被上海交
通大学录取，平果市衡水阳明高级中学助
学奖金8万元”的红色牌子。

在复读过程中，唐尚珺还遇到5个和
他年龄相近的复读生，这也让他觉得“不
止他一个人”。

现实是，唐尚珺的女友已从广西大学
毕业，而他还在抉择要不要去录取的学校。

唐尚珺觉得，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就算
读了大学，以他的年龄，还能否好好找工
作。不过，他还是觉得读书有用，他眼见过
自己的初中同学还读着书，经媒婆介绍辍
学结婚生子的。也有的人做生意赚了很多
钱，但是婚姻不幸或者后来欠了一屁股债。

今年高考成绩出来，他甚至不愿意跟身
边人透露分数。6月底，唐尚珺在填志愿期
间，仍旧拿起已经学了16年的高中教材复

习。在一个夜宵摊，何汉立像兄长一样问唐
尚珺，“你要什么时候才上岸，怎么上岸？上
岸的时候，能怎么发展，什么时候是个头？”

关于未来，唐尚珺也有思考，他认为
就算考不上，也不愿意去广东流水线上打
工。家里姐姐有做养殖业的，以后回家也
做养殖，形成一定的规模。

他曾在6月底告诉记者，以他的情况，
考上清华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
也考虑要不要再搏一搏，而且到2024年，
将采取新的高考模式，不再分文理科。不

过，8月12日，记者微信询问他是否想去上
海交通大学时，他的回复内容从7月下旬
回复的“考虑中”改为了“有考虑去”。

现在，唐尚珺也会想，就算上了清华，
对他有什么意义呢？“吴善柳读了清华，年
纪大了找工作很难，后来去当了中学老
师。”他分析，吴善柳为什么复读那么久，

“可能他想让心愿有个了结吧。”随即话题
转到了自己，“我一直有这个想法（考清
华），如果实现了，就是人生某个阶段的愿
望实现了，也就无怨无悔了。”

梦的开始 村里出了个清华大学生

复读生活 复读十年被清华录取的同学

拍纪录片 还没考上清华的“高十”

最新成绩 高考第14年被上海交大录取

思考未来 上了清华又有什么用？

针对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
一行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15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说，中方再
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
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中方将
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

汪文斌说，美参议员马基
一行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
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侵犯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
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他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也是中美建交和两
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实现
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
势，是中国人民坚不可摧的共
同意志。

汪文斌说，中方再次敦促
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
处理涉台问题，停止在虚化、掏
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道
路上越走越远，以免对中美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
害。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少数政客与‘台独’
分裂势力沆瀣一气，妄图挑战
一个中国原则，不自量力，注定
失败。”汪文斌说。 据新华社

针对美国国会参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陈卿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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