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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7006158

1.双休日、寒假、暑假招初中各年级及小升

初、初升高优秀学生（先试听）。

2.诚聘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师。

电话：13087023697 13037528087

曹老师辅导班

分类广告

分类广告、各类公告、遗失声明
电话：17837006158

长期高价回收：茅台、五粮液、郎
酒、剑南春、泸州老窖、全兴大曲、古井
贡酒、口子酒、宋河、张弓等各种老酒，
2005 年以前批量库存酒，冬虫夏草等高
档礼品。

全市高价，可上门服务！
服务电话：17637019900
地址：商丘市长江路与学院路交叉口

东南角（诚信老酒馆）

回收老酒 名酒 礼品

商丘市康兴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主接单位、小区、家庭、
医院等长期保洁卫生。

电话：15518727771
13273706613

家政服务专业疏通下水道
化粪池抽污，小区、学校、医院化粪

池抽污及各种下水道疏通。
电话：0370-2020993 13837017178

小太阳幼儿园常年招生
东方办事处小太阳幼儿园常年招生。
招生电话：18338781798 13037544036
地址：长江路与九州路交叉口北200米路东

刊登各类公告、遗失声明（身份证、驾照、土地证、发票、组织机构代码证、房产证、营业执照等），遗失声明300元，公告类500元至2000元不等；租售房广告每月100元，3个
月200元。其他广告每块4厘米×4.6厘米，每次100元，每月2000元。广告刊登范围：租房、售房、店铺转让、招聘、招商、汽车、电动车、征婚、美容、影院、医疗医药、婚庆、教育、
食品、服饰清仓、旅游……全行业信息，一栏发布，本报全市党政行政单位、个人家庭订阅，全商丘覆盖，无盲点，每天阅读量约100万。广告监督热线：17839068165

售房
▲售运输公司家属院新建路与团结
路交叉口，100m2，5楼，有阁楼，35万
元。15224752939 13911069463
▲急售 310光彩大市场 2区 1~3号商
业门面一套，1~3 层，面积 208m2，
手续齐全，价格面议。13037538899
▲出售门面房一套，神火大道与北
海路交叉口西北角，320m2，年租金
19万元，价格面议。13271106977▲梁园区香格里拉 3楼，带大阳台，

证 147m2，使用面积超 200m2，满五
唯一。15137061526
▲出售市一实小北门对面团结中路
运管局家属院住宅，三室两厅，双
气入户，130m2 （市一实小和市一中
双学区房），价格面议。
13592308808
▲售株洲路与金银路交叉口西 50米
路北，74m2，三室一厅，有配房 2间。
15637092308

租房

▲靓房出租：环境优美，拎包即
住，文化西路振华玻璃厂往西错对
面，振华佳园小区 5号楼一单元6楼
西户，140m2 左右，带地面耳房一
间，7m2左右，小高层，共八层，带
电梯，新房刚装修好，年租 14400
元。18537069002
▲出租翰墨华庭两室一厅，65m2，
精装电梯房，家具、家电齐全，纯
南户，大阳台，交通便利，紧邻火
车 站 和 市 一 中 ， 租 价 优 惠 。
13663700668

▲出租神火大道与香君路交叉口东
南角汇城国际楼下和谐小区4楼，精
装，四室两厅两卫，家用电器齐
全，面积230m2，离归德路市一高步
行10分钟路程！13937000374

转 让
▲中州路靠近文化路附近有一超市
转让，一楼，90平方米，楼上有 3
个房间，一间厨房，因有事，无人
经营。本超市临近大型小区，附近
有小学、幼儿园和敬老院，人流量

大，店内客源稳定，接手可盈
利 ， 店 门 口 有 停 车 位 ！
17698979701
▲华驰粤海酒店旁烟酒店转

让，40平方米，价面议。

18037073430 刘

▲310国道与平原路交叉口有一

饭店转让。13037500499
▲转让门面二间，楼上楼下，

260m2，位于睢阳大道与民主东

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北。

18272637862 15090663920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华盛顿12月4日电 一个国际天文学团队近
日在美国宣布，他们又探测到4次由黑洞合并事件产生
的引力波，其中一次是迄今已知最大、最远的黑洞合并
事件。

这些发现是本月初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的“引力波
物理和天文学”研讨会上公布的，是美国、澳大利亚等
国研究人员利用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和欧洲

“处女座”引力波探测器获得的观测成果。
最大黑洞合并事件发现于2017年7月29日，两个黑

洞合并过程中有相当于约5个太阳质量的能量以引力波
的形式释放，合并后的新黑洞质量还相当于约 80个太

阳。这也是迄今所观测到的距地球最遥远的黑洞合并事
件，距地球约90亿光年。

另 3次黑洞合并事件发现于 2017年 8月 9日至 23日
期间，它们与地球的距离介于30亿至60亿光年之间。

自 2015年以来，科学家已探测到 10次由黑洞合并
事件产生的引力波，另外还探测到1次由两颗中子星碰
撞事件产生的引力波。

引力波是一种“时空涟漪”，类似石头丢进水里产
生的波纹。黑洞、中子星等天体在碰撞过程中有可能产
生引力波。一百年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预言了引
力波的存在，但曾长期缺乏观测证据。

新华社北京12月 5日电 美国研究人员日前报告
说，他们在北美发现的一种德氏猴化石显示，该物种生
活在距今约5600万年前，这是迄今已知的灵长目最古老
祖先，为研究灵长目起源提供了新线索。

德氏猴是一种已灭绝的体型似狐猴的小型古灵长目
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和北美森林中，被认为
最终演化为现代猴子、猿和人类。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英国《人类进
化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在美国怀俄明州发现了
163块牙齿和颌骨化石，分析认为这些化石属于生活在
距今约5600万年前的德氏猴，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勃兰
特德氏猴。

此前，在中国发现了距今约5500万年的亚洲德氏猴

化石，是当时知道的最古老德氏猴，新发现的勃兰特德
氏猴比亚洲德氏猴要早大约100万年。

德氏猴出现的时期，地球正在经历“古新世-始新
世极热事件”，这时地球大气含碳量大幅增加，全球气
温飙升。尽管德氏猴非常适应地球的温室环境，但它
们随着“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的结束而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生理特征截然不同的灵长目动
物。

论文主要作者、佛罗里达大学学者保罗·莫尔斯
说，德氏猴很可能随着它们森林栖息地的变化，穿越了
古代连接北美、格陵兰岛和欧亚大陆的陆桥。虽然新发
现的化石改变了过去对德氏猴起源和迁移的认识，但对
于德氏猴起源和灵长目演化等问题，还需要更多研究。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布鲁塞尔、
华盛顿记者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4日在布鲁塞尔表
示，除非俄罗斯恢复全面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
将在60天后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

蓬佩奥当天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期间表示，
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约》，除非俄重新“完全、可验
证地”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自 12月 4日起 60
天后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在这 60天里，美国不会生
产、试验或部署条约所禁止的导弹。

蓬佩奥称，俄方研制的 SSC-8（俄方称 9M729）型
陆基巡航导弹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没
有必要继续遵守一项限制其自身应对俄违约行为能力的
条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4日表示，北约成员国一
致认为，俄方研制SSC-8型陆基巡航导弹违反《中导条
约》。

此外，美国国务院 4日发表声明说，自 2013年以
来，美国多次向俄罗斯表达对俄研制SSC-8型陆基巡航
导弹的担忧，但俄方拒不回应美方关切。

针对美方 4日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
娃当天表示，俄罗斯一直坚定不移地履行 《中导条
约》，“这点美方一直很清楚”。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月 20 日以俄罗斯长期违反条
约及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为由，宣布美国将退出
《中导条约》。俄罗斯总统普京 10月 24日表示，如果
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俄罗斯将立即作出针对性回
应。

《中导条约》 全称 《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
中短程导弹条约》，于 1987年 12月 8日由美苏两国领
导人签署。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
程在 500 公里至 5500 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
弹。

科学家又探测到4次引力波

北美发现已知最古老灵长目祖先

美威胁于60天后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

威震冀南的英雄团长李林
新华社石家庄12月5日电 河北省威县烈士陵园内，

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堂。纪念堂内东侧墙上挂有一
位著名的抗日英烈生前遗像，他英姿俊朗，神态坚毅。曾有
诗云其“昨日从戎投笔砚，如今为文卸征衣。学得文武双本
领，再返血染沙丘地。”这就是抗日英烈、时任八路军第129
师新编9旅25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林。

李林，原名李朝法，字惠卿，1914年出生于河北威县北
马庄村。他 7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
功。1929年考入本县乡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首次接触
马列主义书籍，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1930年，李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本县做小学
教员。任教期间，他组织流动图书馆，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鼓
励广大教师行动起来，和剥削者进行斗争。李林经常深入农
村，发展基层党组织，建立了一批农村党支部。

1935年秋，李林参加冀南农民武装暴动，在广（宗）威
（县）一带组织游击小分队，开展收缴地主枪支、铲除官绅恶
霸的斗争，在广威一带声威大震，很快形成了 2000余人的
农民武装。1936年 1月任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1师副连
长兼排长，指挥一个连的兵力，在威县、广宗、巨鹿、南宫的
三角地带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1936年秋，李林在石家庄做地下工作。当时石家庄党
组织活动经费紧张，没有生活补贴。李林鼓励同志们说：“我
们都有健康的体魄，哪能光靠组织呢!”从此，他时常出现在
闹市中，替人推水车，做水泥工，什么苦力活都干，每天挣几
个铜板，和大家一起用。

1937年2月，李林被派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
年 3月任中共广（宗）威（县）中心县委书记，建立了地方抗
日政权，建立拥有100多支枪的游击队和两个县区武装。同
年4月，他先后调任冀南独立支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司
令员。1938年年底组建了赵县、藁城、束鹿、晋县、宁晋、栾
城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各县游击大队。

冀中、冀南两个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对日军造成了
很大威胁。日军除了对根据地和正规部队进行大规模“扫
荡”外，还推行“囚笼战术”。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战术”，抗
日根据地军民于1940年夏季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路斗争。

1940年，李林调任八路军第 129师新编 9旅第 25团团
长兼政治委员，多次组织、实施破袭战，有效打击了敌人的

“囚笼战术”。在 1940年秋季的百团大战中，李林率部取得
歼灭日军井川大队1个分队、缴获大量枪炮和弹药的战绩，
受到八路军总部通令嘉奖。同年 10月，李林率部在沧石路
秦村与日军 70多人遭遇，经过激烈拼杀，消灭大部遭遇之
敌，后打扫战场时，遭1名残敌偷袭牺牲，年仅2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