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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四陸點命名天河基地
寓意「開創天之先河」月球僅兩處享基地稱號

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AU）2月4
日批准了利用探月工程嫦娥二

號和嫦娥四號高分辨月面影像數據
申報的嫦娥四號着陸點及其附近4
個月球地理實體命名。昨日，中國
國家航天局、中國科學院和國際天
文學聯合會聯合向全世界發佈嫦娥
四號着陸區域月球地理實體命名。
嫦娥四號於北京時間1月3日10
時26分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其着
陸點被命名為「天河」。據介紹，
天河在中國古代是對銀河的一種別
稱，其在中文中又可隱喻為「開創
天之先河」，與嫦娥四號開創人類
月球探測歷史先河的功績相契合。

三環形坑命名織女河鼓天津
根據IAU的命名慣例，着陸點名
稱之前需加一個拉丁詞語Statio，因
此命名嫦娥四號着陸點的名稱為天
河基地（Statio Tianhe）。目前只
有Apollo 11（美國阿波羅11號）着
陸點名稱靜海基地（Statio Tran-

quillitatis）和嫦娥四號着陸點的名
稱天河基地（Statio Tianhe）享有
基地（Statio）這一稱號。
天河基地周圍呈三角形排列的三

個環形坑，被命名為織女、河鼓和
天津。據介紹，織女、河鼓和天津
均為中國古代天文星圖「三垣四象
二十八宿」中的星官，分別位於現
代星座劃分的天琴座、天鷹座和天
鵝座。三個星座所包含最亮的恒星
分別為織女一（俗稱織女星）、河
鼓二（俗稱牛郎星）和天津四，它
們構成了著名的「夏季大三角」。
這三個環形坑在月面上近似再現了
這一天文現象。
同時，天河、織女、河鼓和天津

這四個名稱與中繼星「鵲橋」名稱
相呼應，組成了高度關聯、內涵豐
富、情節完整的名稱體系。

陸點所在中央峰命名泰山
此外，着陸點所在馮．卡門坑內

的中央峰命名為泰山。泰山以中國

五嶽之首山東省境內的泰山而命
名，位於着陸點西北方向約46公里
處，其「海拔」高度為-4,305米，
相對馮．卡門坑面高度約為1,565
米。泰山是中國首次獲得的「山」
類月球地理實體名稱的自主命名，
這也是自1985年後33年的時間裡
IAU再一次批准命名「山」這一類
月球地理實體名稱。
月球地理實體命名活動始於17世

紀初期的歐洲，後來轉移到20世紀
月球觀測和探測活動較多的美國和
蘇聯。包括此次在內，中國已經三
次向IAU提出月球地理實體命名的
申請，並獲得批覆。
此前，嫦娥一號任務中，月球表

面三個撞擊坑命名為蔡倫、畢昇和
張鈺哲；嫦娥三號任務中，其着陸
區域被命名為「廣寒宮」，周圍三
個較大的撞擊坑命名為「紫微」、
「天市」和「太微」。目前，中國
自主申請命名獲批的月球地理實體
名稱共計12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嫦娥四號探測器，實現了人類在月球背面首

次着陸及巡視探測。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國家航天局獲悉，嫦娥四號着陸區域月球地理實體命

名昨日正式發佈，嫦娥四號着陸點命名為天河基地；着陸點周圍呈三角形排列的三個環形

坑，分別命名為織女、河鼓和天津；着陸點所在馮．卡門坑內的中央峰命名為泰山。這是中

國月球探測工程科學數據成果在月球地理實體命名上的又一次重要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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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號陸區地理實體命名影像圖。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教育部昨日舉行新聞發佈
會稱，2019年教育部將出台加強新
時代師德師風建設的意見，持續綜
合整治，一經發現違反師德行為，
將依據準則嚴肅處理，並進行通
報。同時，今年將繼續提高中小學
教師入職門檻，並首次把港澳台居

民納入教師資格考試範圍。
另外，在回應如何處理演員翟天

臨涉嫌學術不端的問題時，教育部
發言人續梅表示，教育部對此類事
件零容忍，不姑息。

教證考試首納港澳台居民
對於2019年將繼續提高中小學教

師入職門檻，
教育部教師工
作司司長任友
群表示，將啟
動修訂考試辦
法、考試標準
和考試大綱，
加強管理，重
申教育行政部
門和考試承擔
機構不得以任

何名義開展教師資格考試培訓或相
關活動，會同公安部門進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堅決防範和打擊各種舞
弊和證件造假等違法犯罪行為。他
還表示，今年教育部首次將港澳台
居民納入了教師資格考試範圍。
在師德師風建設方面，任友群表

示，將督促各地各校深入貫徹教師
職業行為準則，細化制度舉措，把
準則要求轉化為教師行為指南與禁
行底線。持續綜合整治，一經發現
違反師德行為，依據準則嚴肅處
理，並進行通報。同時，也會加強
典型宣傳，創作影視作品，弘揚高
尚師德。

調查涉及翟天臨事件學校
對於近期引發熱議的演員翟天臨

涉嫌學術不端的事件，續梅回應

稱，教育部對此高度重視，第一時
間要求有關方面迅速進行核查，北
京市有關方面在督促和指導北京電
影學院組織開展調查，北京大學也
開展了相關核查工作。調查不僅涉
及本人是否涉嫌學術不端，也涉及
了工作的其他各個環節是否存在問
題。
教育部重申對於學術不端行為的

一貫鮮明態度，就是零容忍。對於
無視學術規矩、破壞學術規範、損
害教育公平的行為，教育部將發現
一起，核實一起、查處一起，絕不
姑息。
續梅說：「我們相信有關方面會

非常嚴肅認真地進行後續的核查工
作，依法依規地做出處理，也會第
一時間向社會公佈相關的處理情
況。」

教育部：對學術不端零容忍

香港文匯報訊 據《西藏日報》
報道，針對近日有媒體報道「珠峰
無限期關閉」、「珠峰景區永久關
閉」等，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
理中心和自治區體育局14日下午聯
合發表聲明，稱上述報道不實，珠
峰自然保護區將繼續有條件開放，
登山人數控制在300人左右（包括登
山隊員、登山嚮導、登山協作、登
山後勤等），盡量減少對珠峰生態
環境的影響。遊客仍可抵達距離遊
客大本營2公里左右的絨布寺附近
遊覽、觀看珠峰。

遊客可在新大本營參觀
據了解，珠峰自然保護區分為核

心區和實驗區，原珠峰登山大本營
和遊客大本營均位於核心區內。為
加強對珠峰核心區的生態保護，遊
客大本營從2019年起後撤至海拔
5,200米以下絨布寺一帶的實驗區，
定日縣珠峰管理分局於2018年12
月發佈公告，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
進入珠峰自然保護區絨布寺以上區
域。
遊客可在新的遊客大本營參觀旅

遊，不會影響觀賞珠峰的山體和頂
峰。同時，登山大本營位置不變，
從今年起每年登山人數控制在300
人左右。
自治區體育局局長尼瑪次仁介

紹，近幾年來每年攀登珠峰的接待

人數約為 1,000 人，包括登山隊
員、嚮導、後勤等人員。根據珠峰
的市場需求和環境承載量，國家體
育總局和自治區體育局制定以高品
質發展為導向的方針，規範登山產
業，提升服務水準，有計劃地對珠
峰進行開發和保護，珠峰登山服務
將只限每年春季，所有登山人數控
制在300人左右，盡量減少對珠峰
生態環境的影響。

網傳「垃圾遍地」屬舊照
關於近來網上流傳的「珠峰垃圾

遍地」的照片，自治區體育局表
示，部分照片是幾年前開展珠峰清
潔行動之前拍下的，還有的照片是

在珠峰南坡拍攝的，而位於中國境
內的珠峰北坡生態環境持續向好。
近年來，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

管理中心和自治區體育局多次組織
珠峰清潔行動，建立登山垃圾管理
台賬，僅2018年就清理各類登山
垃圾8.4噸；按照「誰組織、誰清
理」的原則，每年從登山服務收入
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環保資金，並成
立了西藏喜馬拉雅高山環保基金
會；今年還將制定出台《珠峰登山
垃圾管理辦法》，首次對排泄物的
清理作出明確規定，在徵得家屬同
意下將開展攀登珠峰遇難者遺體安
置工作，推動建立珠峰環保長效機
制。

「珠峰永封」不實 登頂年限3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北京是全國影視創意策
劃、製作生產、宣推發行、傳播交流和裝備製造的中心。為進一步
促進影視業繁榮發展，近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印發《關於推動北京
影視業繁榮發展的實施意見》（下稱《實施意見》），指出將力爭
到2020年，推動北京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影視之都。
《實施意見》明確，到2020年，要使北京影視業全國領先地位

更加鞏固，推動北京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和首都特色的影視之都。
具體而言，將加強影視業與科技產業深度融合，圍繞大數據、人
工智能、虛擬現實、增強現實、4K/8K超高清、下一代廣播電視
網等關鍵技術，建設一批影視科技融合發展重點實驗室，培育和發
展新興影視業態。
同時，鼓勵條件成熟的影視企業申請認定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先

進型服務企業，享受相關優惠政策，並加大金融支持影視業發展力
度。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將發揮影視業溢出效應，推動與河北承德、
廊坊等地戰略合作，建設環北京影視外景基地，促進京津冀影視業
深度協同創新。此外，北京還將積極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
提升影視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北京擬2020年建成「影視之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
報道）2019年廣東研究生入學考試
統考成績昨日中午公佈，廣東華南
理工大學此前卻曝出學院領導涉嫌
篡改2018年研究生考生成績事件。
根據舉報，在當年研究生入學考試
複試中，該校計算機與工程學院院
長張軍等院領導篡改8位考生的成
績，其中5人成績調高後予以錄取，
其餘考生則失去入學資格。14日深
夜，華南理工大學發佈通告，涉事

人員已被停職並接受調查。
近日，網友「平方的世界over-

looker」發微博稱，2018年3月22
日華南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舉行研
究生入學複試，在工作人員收齊所
有複試組成績登分後，張軍召集黨
委書記練偉傑、紀委書記楊毅仁、
副院長余志文開會討論篡改分數，
其間余志文與楊毅仁當面命令工作
人員刪除原始數據，並檢查翻看手
機和電腦。當晚共篡改8位考生的

面試成績。
同時，該網友公佈了大量舉報證

據，包括每名考生的改分情況和排
名變動情況、每名考生各科目具體
原始分數、複試視頻資料及篡改分
數筆跡。該網友並稱，已舉報至中
紀委駐教育部紀檢檢查系統和華南
理工大學。
微博發出後引發大量關注。 14

日22時38分，「華南理工大學新
聞中心」官方微博發佈消息，對於

網友反映的情況，學校已於13日成
立工作組進行調查。一經查實，將
依法依規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
理，絕不袒護，絕不姑息。
目前，張軍、練偉傑、楊毅仁、
余志文等涉事的四人已被停職並接
受調查。有網友表示，此次篡改考
生入學成績一事，事關考生前途，
性質比翟天臨事件更惡劣，呼籲教
育主管部門及公安部門要介入調
查。

涉集體篡改考生成績 粵高校學院領導被停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應美國芝加哥旅遊局、芝
加哥交響樂團、底特律交響樂團、馬斯卡廷市政府及聖
迭戈對華友好機構邀請，由中國文化和旅遊部委派、中
國對外文化集團有限公司組織的2019「歡樂春節」美國
行系列活動於美中時間2月10日迎來高潮——中國國家
京劇院與湖北編鐘國樂團在世界頂級的芝加哥交響樂團
音樂廳，聯袂為美國觀眾奉獻了一台視聽雙絕的中國京
劇和編鐘國樂演出。
項目責任人、領銜主演于魁智表示，向世界傳播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國粹京劇藝術，是中國國家京劇
院的重要使命。
于魁智、團長李勝素、副團長脫志國率領的中國國家
京劇院一團，以經典京劇《三岔口》、《長生殿》、《鬧天
宮》，讓美國觀眾領略了中國京劇的靚麗風采。于魁智認
為，此次來美的全體演職員都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和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傳播者。
演出當晚，可容納2,530名觀眾的芝加哥交響樂團音樂

廳座無虛席，大批觀眾冒雪前來。觀眾席裡，有兩組家
庭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家住印第安納州的道格·阿克森
先生因收養了11歲的中國小女兒而對中國文化傾情有
加，雖然小女兒生病未能前來，他依然帶着已成年的大
女兒冒雪駕車趕來，大女兒不時用手機錄下片段，準備
與家中的妹妹分享。
另一位金髮碧眼、身穿唐裝的小男孩也吸引了不少注
意，據其母親介紹，德雷克生於龍年，正在學習中文，為
慶祝中國新年，特意身着中國傳統服裝觀看演出。
此外，觀眾中還有不少當地華僑華人衝着于魁智、李
勝素兩位藝術家而來，《長生殿》的精彩演出令他們心
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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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天宮》
演出現場。
受訪人供圖

■■教育部新聞發佈會現場教育部新聞發佈會現場。。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