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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 董瑞丰）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 28日宣布，该台研究团队依托郭守敬望远镜（LA⁃
MOST）发现了一个迄今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洞。这个黑洞
质量约为太阳70倍，远超理论预言的质量上限，有望推动恒
星演化和黑洞形成理论的革新。

黑洞是一种体积极小、质量极大的天体，如同一个宇宙
“吞噬之口”，连光也无法逃逸。根据质量不同，黑洞一般分
为恒星级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超大质量黑洞。其中，恒星
级黑洞由大质量恒星死亡形成，是宇宙中广泛存在的“居
民”，理论预言银河系中有上亿颗恒星级黑洞。

但天文学家迄今仅在银河系发现约20颗恒星级黑洞，且
质量均小于20倍太阳质量，需通过黑洞吸积伴星气体所发出
的X射线来识别。当前主流的恒星演化理论预言，在太阳金
属丰度下只能形成最大为25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2016年秋季开始，国家天文台刘继峰、张昊彤研究团队
利用郭守敬望远镜开展双星课题研究，发现在距离地球约1.4
万光年的一个X射线辐射宁静的双星系统（LB-1）中，一颗
8倍太阳质量的蓝色恒星围绕一个“看不见的天体”做着周
期性运动。不同寻常的光谱特征表明，那个“看不见的天
体”极可能是一个黑洞。研究人员随后进一步确认了 LB-1
的光谱性质，计算出该黑洞质量大约是太阳的70倍。

刘继峰表示，这颗新发现黑洞的质量已经进入了现有恒
星演化理论的“禁区”。借助郭守敬望远镜超高的观测效率，
天文学家未来还有望发现一大批“深藏不露”的黑洞。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台长大卫·雷茨评
论说，在银河系内发现7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将迫使天文学
家改写恒星级黑洞的形成模型。

该研究成果28日已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我国天文学家发现迄今最大的恒星级黑洞

初冬时节，豫东大地北风袭人，落叶满
地。

11月 25日，记者驱车来到地处黄河故
道腹地的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在这片鲜
血染成的热土上到处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
息。笔直干净的村内水泥路两旁已铺设了
下水道，昂首挺立的路灯像列队整齐的士
兵，沿路两旁不同样式的楼房错落有致、
鳞次栉比。

“在几十年前俺住茅草屋时，咋着也没
有想到如今能住上大楼房，路灯、垃圾桶、
下水道啥都有，村里干净嘞像大城市，做梦
也没有想到好日子来恁快！”村民赵松杰快
人快语。

正值中午时分，三五成群的村民正在村
文化广场上，或唠嗑，或下棋，或闭目听
戏。“镇里不仅对我们的大街小巷进行了卫
生整治，还修建了文化广场，安装了健身器
材，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了。”李馆东
村支部书记赵凡红说，“现在生活越来越
好，大家更注意健康了，每天傍晚和早晨在
广场锻炼已成为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据党史记载，李馆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
统，保存完整的李馆抗日地道遗址让人想起
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秉承父亲遗志、坚守承诺、无偿看守地
道遗址、被授予“诚实守信”“中国好人”
的赵庆民讲起了地道战历史：“1938年建立
李馆村青年救国会，1940年春成立了中共
李馆村党支部。1940年8月，中共考城县第
五区区委书记赵修伍，带领其通信员胡广
田，在李馆村自己家的西屋南间向西墙外挖
了一条 10 余米的地道。接着，其他党员、
干部也在自己家里挖了藏身洞。到 1947年
春，终于完成了共计长达 9华里的 3条地道
工程。利用地道和敌人进行战斗，可进可退，
可守可攻。还曾转移过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想保险，去李馆’的歌谣在周边广为传
颂。”赵庆民如数家珍，满脸的自豪。

“李馆村是水库移民村，当年为了修太
行水库，整个村盘向前搬了2公里，作出了
巨大牺牲。”该镇农办负责人王贵江告诉记
者。

但是当年李馆村穷也是出了名的，位置
偏远，远离集镇区，无村集体经济，没有像
样的产业。村里路没修、电不通，别说文化
广场了，村室都是三间破瓦房。“收成靠种
麦、种玉蜀黍；村里年轻人喝个酒、喷个
空、打打牌。村里啥矛盾纠纷都出来了。”

今年 77岁的老党员李太交说。李馆村也因
为家族势力，被分成李馆东、李馆西两个行
政村。李馆地道抗日遗址及烈士墓更是无人
管理，损毁严重。

红色历史不能忘，红色遗迹不能毁，李
馆村还是要发展。2000年，北关镇党委迅
速调整两个村支部班子，李馆村的发展也迎
来了春天。

“2008年，我大学毕业，回村担任村主
任助理，成了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当时，亲
戚邻居还说风凉话。我创办了新型材料厂，
通过这几年发展，村里 50余名群众都在我
厂里务工，收入高着哩！新型材料厂的规模
也不断壮大了。”现已成为李馆西村支部书
记的李博自豪地说。现在，李博已瞄准了现
代观光农业。李博与群众代表一起，考察了
多个地方，他们准备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和红
色旅游业。

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群众
靠着李馆地道遗址走上了富裕之路。

“俺在村头卖凉皮，最多一天收入 2000
块。”村民李佳明说。“村里卖小吃的、工艺
品的越来越多，收入不错。”赵凡红掰着手
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来地道遗址参观
的游客每年有七八万人，光吃喝就能给我们
带来百万元的收入。上级也给我们村很大支
持，在上级组织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修建了
保鲜库，遗址通往省道的水泥路也将开工。
俺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致富不忘本。近年来，各级有关部门都
加大了对李馆地道遗址的修缮保护力度，修
了路，通了电、水。最多一天可接待来此缅
怀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游客数百人，
附近的学校师生每逢清明节都来此扫墓。遗
址看护传承人赵庆民感到很开心、很满足：

“只要生命不息，我都会一直在这里看下
去。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知道珍惜现在
的好光景，俺就是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

“李馆地道抗日遗址于 1986年 2月被列
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 4月被
列为商丘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全
国为数不多的保存完整的抗日地道遗址之
一。该遗址往东是六合村背河洼地，南邻中
国画虎第一村——王公庄，围绕全域旅游这
一主题，抱团发展，建设虎文化、红色文化、生
态文化、休闲农业观光为一体的特色乡村旅
游景区，为群众致富奔小康注入新活力，将
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力‘催化剂’。”该镇党委
书记盖伟对此信心十足。

昔日地道村李馆:

红色基因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李昌勇

在民权县北关镇李馆地道抗日遗址内，李馆东村党支部书记赵凡红向前来学习参观的孩
子及家长讲解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利用李馆地道抗日杀敌的光荣历史。 李昌勇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11月 28日，全市
脱贫攻坚调度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省、市脱
贫攻坚有关会议精神，聚焦当前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对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再强调，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市委副书记陈向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
长曹月坤出席会议。

会上，市住建局、市民政局、市农业农村
局等十多家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汇报了“三个
清零”工作进展情况；市扶贫办主要负责人传
达了全省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暨扶贫车间规范管
理工作调度会议精神，通报我市扶贫对象动态
管理监测情况，对全市“三个清零”行动方案

进行解读。
陈向平指出，思想认识要再提高。当前，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深
入开展，脱贫攻坚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重要阵地，要继续保持好紧抓脱
贫攻坚工作的优良作风。各县（市、区）主要
领导同志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
亲自挂帅、亲自上手，坚持问题导向，以更加
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确保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陈向平要求，工作重点要再明确。要认
真做好考核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认真做好

“三个清零”工作，继续认真开展好脱贫攻坚

“五大专项行动”，拿出“绣花”的精神、“绣
花”的耐心、“绣花”的功夫，确保扶贫工作
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确保
在既定时间节点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顺利
实现年底争先创优目标。工作措施要再加
强。做到领导干部带头，强化工作落实，建
好制度机制，形成攻坚合力。工作落实要再
提速。结合本地实际，倒排时间，确保如期
完成各项清零任务。要坚决杜绝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一旦发现要进行约谈、
问责。

副市长曹月坤就当前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全市脱贫攻坚调度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祁博）睢阳区文明公园位
于雪苑路与方域路中间的狭长地带，公园占
地不足 7000平方米，周边却有多个小区。11
月 28日，居住在阳光城小区的方国华老人在
公园里散步时说：“前两年这块公园还是一片
荒地，没想到现在变得这么漂亮。公园虽然
不大，却很精致。最重要的是，公园就在家
门口，真是方便了大家的生活。”

近两年，睢阳区累计投资 800 多万元，
共计建成 400 一 7000 平方米的“口袋公
园”和微小边角绿地 12 块，在提升城区绿
化水平的同时，更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使大家的生活更加舒心和舒
适了。

睢阳区以“打造精品绿化工程、建设生
态宜居睢阳”为目标，强力推进绿化工程建
设步伐，先后建设了汉梁文化公园、商都公
园、北海公园、宋城公园、古城湿地公园等
10多个综合性公园，香君公园、紫荆公园、
文明公园等 30多个便民公园、街头游园绿地
及提升改造道路绿化 80多条。这些散布在中
心城区内星罗棋布的综合性公园、便民公

园、街头游园绿地，极大提升了睢阳区的生
态效果和宜居水平。

截至今年 10月底，该区已实现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 42.5%、绿地率 38.3%，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到 13平方米。不仅在绿化的面
积上实现突破，在绿化标准上更是精益求
精，实现了从“园林”到“园艺”的转变。
同时，通过打造“十分钟便民生活圈”和

“十分钟效能工作圈”，把公园绿地建成了集
生态、休闲、文化、便民于一体的公共场
所，一个个“三季有花、四季常绿”功能齐
全的公园绿地遍地开花。

在公园绿地建设方面，睢阳区坚持“规
划先行、精准施策”，以宋城路和神火大道为
中轴，打造城市名片，构建中心城区绿化空
间体系。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深化“绿
化、美化、亮化、净化”行动，打造“花
街、花道、花园、花海”，完善公园绿化、街
区绿化、立体绿化和功能绿化等，统筹协调
城市绿化色彩、园林景观色彩，有效提升城
区的“颜值”。

坚持便民优先。按照“城中有园、园中

建城，城园一体、人城和谐”设计理念，统
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完善绿带、
绿核、绿廊、绿链、绿点五大绿地系统，进
一步完善城市功能配套设置，构建公园城市
体系，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处处
有景有花”的公园城市格局。

强调元素植入。挖掘发挥地域特色、人
文禀赋优势，将古城文化、商文化、红色文
化、法制文化、健康文化等元素融入规划编
制全过程，传承历史延续文脉，宣传依法治
国，引导公园绿地城市编制，提升城市文化
内涵和艺术品味。

注重品位提升。睢阳区秉持公园城市发
展理念，精准定位公园绿地城市总体框架结
构，以城市规划为抓手，拉开城市大骨架，
连湖引水，科学划定并严格执行睢阳区“一
古两新一带多节点”城市发展战略，强力推
进拆墙透绿、见缝插绿、立体绿化以及屋顶
绿化等举措，全方位增加区域内的绿地面
积，利用城区的“边角地”尽可能多地建设
游园绿地，实现“开门见绿、出门进园”城
市大格局。

睢阳区：

打造精品绿化工程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本报讯（陈 臣 李晶晶） 11月 28日，梁园区
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创排的四平调《哑女告状》
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精彩上演。据了解，此
剧种是“中国非遗戏曲进校园——2019清华大学
校园戏曲节”的一部分。

据悉，11月26日—29日，太康道情、商丘四
平调、延津二夹弦、濮阳大平调、安阳怀调、沁
阳淮梆等来自河南的稀有剧种剧团，在清华校园
连续上演，展示中原大地稀有剧种的万千风情和
独特魅力。

梁园区非遗剧种四平调
在清华大学精彩上演

本报讯（黄韬）日前，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会议上传来喜讯，商丘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荣
获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称号。

近年来，商丘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积极开展创
建节约型机关建设，全面落实公共机构节能减排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
度，依法依规开展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节约每一
度电，照明设备尽量选择安装节能灯泡，减少和
避免办公设备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节约每一张
纸，严格控制文件印刷数量，提倡双面用纸，实
行办公自动化、无纸化办公。 节约每一滴水，杜
绝跑、冒、滴、漏和长流水现象发生。加大节能
产品推广力度，严格执行政府节能产品采购目
录，加大对节能产品、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

商丘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获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
示范单位称号

恒天纺织无人车间静悄悄

▲11 月 28 日，夏邑县产
业集聚区恒天纺织无人车间正
式启动。近年来，夏邑县财政
设立 3000 万元专项资金，解
决企业过桥资金问题，推进30
家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恒天
纺织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的
生产效益提升30%以上。

◀技术人员在电脑前查
看车间内纺织机器运转情
况。
本报记者 韩丰 摄影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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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
——商丘殷商文化研究会专家学者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