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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
“吃喝”已不是家庭支出大头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 于佳欣 岳文婷）“买供应糖半
斤 0.35元，一斤醋 0.14元……”今年 71岁的河北省涉县辽城乡西
辽城村村民王益清，从20多岁起就有记账的习惯。积攒至今，5本
厚厚的“家庭账本”，记录着全家人的收支，也浓缩了时代的变迁。

王益清说，1978 年，他们两口子一年赚了 248.93 元，花掉
248.56元，只剩 0.37元。“光花在吃上面的钱，就占了六成。”

王益清说的六成，与经济学上的一个名词“恩格尔系数”密切
相关，即食品占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这一系数越
低，往往意味着生活水平越高。

放进 70年的刻度看，这个数字变化明显：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超过 60%，农村的更高；到 2018年，恩格
尔系数下降到 28.4%。70年，降幅超过一半。

与此相呼应的是，194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49.7
元，2018年达到 2822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59.2倍。

70 年来，恩格尔系数降低的同时，百姓的钱包越来越鼓，折
射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恩格尔系数
的降低意味着国人把更多钱花在吃以外，消费从物质层面的满足
上升到精神层面的享受。

如今，王益清家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比下降到 5%，其他的支出
项目却越来越丰富。在她的账本上，这些年有一项支出是固定
的，那就是旅游。北京、西安、大连、桂林……账本上的风景“坐
标”越来越多。

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住更大的房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追一部最新上映的电影、把更多汗水挥洒在健身房……如
今，很多家庭的账单发生了变化，消费升级“看得见”“摸得着”。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 孙少龙）记者从公安部获悉，9
月 20日起，机动车销售企业可提供购买车辆、购置保险、选号登
记等全流程服务，群众购车后无需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

在 10 日召开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
长李江平介绍，今年上半年，公安部推进在机动车销售企业设立
交通管理服务站，发放临时行驶车号牌等措施，购车群众领取临
牌后即可上路行驶。新政实施以来，交通管理服务站共发放临时
行驶车号牌 230多万副。

据了解，此次改革在推进购车上牌一站办结的同时，还将查
验、审核工作前置化，实现销售前车辆预查验、资料预审核、信息
预录入。群众购车后直接选号办牌，当场领取行驶证、登记证书、
临时号牌，正式号牌邮寄到家，变多个环节为一个环节，最大限度
地压缩等候时间，实现登记上牌更高效、更优体验。

据李江平介绍，该措施将自今年 9月 20日起在直辖市、省会
市、自治区首府市、计划单列市等大中城市率先推行，年底前在全
国全面推行，逐步增加机动车销售企业代办网点数量，实现服务
全覆盖。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除购车上牌一站办结外，租赁汽车
交通违法处理简捷快办、临时入境车辆牌证便捷可办等便捷快办
服务以及全面推进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两个教育”网上学
习、交通事故多发点段网上导航提示等网上交管服务也将于 9月
20日起推行。

据新华社天津9月10日电（记者 周润健）一年中秋至，又见
圆月时。今年的中秋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天文专家
介绍，受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影响，14 日的最圆月（也称“满
月”）是今年内的“最小满月”，娇小玲珑惹人爱。

月球在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转动，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恒定。
据计算，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约 38.4万公里，最近约 35.6
万公里，最远约 40.6万公里。由于月地距离不一样，地球上人们
眼中的月亮也就有了大小之分，“大月亮”和“小月亮”两者视直径
相差八分之一。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根据
天文精确测算，今年的中秋月最圆时刻出现在 14日 12时 33分。
由于月亮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的，因此每绕一周都各有一次远地
点和近地点。本月月亮过远地点的时间为 13日 21时 32分，此时
月地之间的距离约 40.6万公里，是全年当中月球距离地球最远的
一刻，此时月亮的视直径最小。因此，今年的中秋月比其他年份
的中秋月看上去明显“瘦身”一些。

9月20日起
购车上牌可一站办结

今年中秋月
系年中“最小满月”

让美育滋养青春少年
——“厦门六中现象”启示

社会开放多元，互联网影响喜忧参
半，物质生活愈发优越……今天的教育面
临很多新挑战。“教育的本质，就是要让好
的、美的东西去吸引学生，让他能不断培
育自己的活力，创造力。”戴鹭坚说。

厦门六中合唱团“走红”，一个重要原
因是它的“年轻态”，这正是高至凡和徐聪
等老师创新的方向。这创新是有意思的，
也是成功的：新奇好玩的阿卡贝拉加上熟
悉的音乐作品，经由青春少年的纯真声音
演绎，传递出温暖治愈的感觉，无数的男
女老幼不禁被打动和吸引。

不久前，教育部追授高至凡“全国优
秀教师”。高老师虽然走了，但他未竟的
合唱事业仍将继续。

他志同道合的好友徐聪，接过了六中
合唱团的指挥棒。“至凡生前写了两首新
歌，还没来得及排练。我会继续在他的音
乐教育道路上坚持下去，这也一定是他所
希望的。”徐聪说，“热爱音乐，才是对老高
最好的纪念。”

厦门六中艺术团有一个“梦想计划”：
将合唱、器乐、舞蹈、朗诵等表演形式熔于
一炉，用 3年时间，打造一部闽南特色舞台
剧作品。

“我们要的，就是学生最美的样子。”
陈琦说。

新华社厦门9月10日电

“只因为你，路上总有歌声陪伴我们同行；只因为你，青春的光芒闪耀不息……”以纯真歌声和清新形象赢得大众喜爱的
厦门六中合唱团，在今年教师节以一支MV《因为你》，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稻香》《青花瓷》《夜空中最亮的星》……厦门六中合唱团近年以无伴奏阿卡贝拉的新颖形式，推出一首首歌曲，清流般
涌进心田，令人耳目一新，成了“网红”。有人说，这就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去年教师节，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育人之路。“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美育在立德树人中究竟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新华社记者来到厦门六中，在这块“美的土壤”寻找答案。

□ 新华社记者 顾钱江 孟昭丽 陈弘毅

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一支支“单曲”在网
上广为流传，因此，当今年7月年仅28岁的
合唱团指挥高至凡突发重疾辞世的消息传
来，网友的悼念如雪花般铺天盖地。

新学期伊始，厦门六中绿树红墙，
清新整洁，迎面而来一张张充满青春朝
气的脸庞。“在这里，美就像空气一样，
虽然触摸不到，却滋养着每一个孩子。”
厦门六中艺术团团长陈琦说。

打开六中的课表，“美”的气息扑面
而来。从初一开始，学校就开设了面向
全体学生的舞蹈、朗诵、书法、皮影戏、
合唱等艺术选修课。选课模式也别出
心裁，学生可根据喜好来体验式学习，
还能进行调整。“最像大学的中学”，六

中毕业生如此评价道。
“这是对母校最大的肯定，”厦门六

中校长欧阳玲自豪地说，高校对厦门六
中的学生显得“格外偏爱”，给出的理由
是他们身上“散发着自信”。

六中的评价体系也很“美”。和许
多学校不同，六中在综合素质评价中设
置专门的“德育分”模块，其中美育有很
大比重。“学生只要有特长都会受到肯
定，在这里，每个孩子都会尝到成功的
快乐，”厦门六中副校长戴鹭坚说。这
种多元评价的一个重要支撑是社团，六
中社团种类很多，要求人人参加。

六中本来是厦门教育中的小字
辈，历任校长认准六中要做一个有特

色、全面发展的学校，确定以创新和美
育为核心，赋予学生文化创造力，培养
自信的人。

六中美育的成果受益于厦门发展
均衡教育的丰厚土壤和重视美育的良
好环境。

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郑朝南介绍，
厦门长期坚持开展中小学艺术节音乐
周、高雅音乐进校园、优秀传统艺术进校
园等活动，构建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
实践活动”三维互动的美育工作大平
台。“鹭岛花朵”（舞蹈戏剧曲艺）、“鹭岛
少年”（合唱）、“读册歌”（闽南童谣）、“为
马拉松喝彩”（啦啦操）等学校美育品牌
已深入人心。

美育“厦门六中现象”

美育的“软实力”

在厦门六中，记者偶遇一场精彩的
“美”的实践。课间，同学们在音乐声中
跑步，在高至凡老师改编的校歌中跳集
体舞，最后边欣赏世界名曲边跳绳。

“六中的孩子比较 happy（快乐）。”
戴鹭坚说，今天学生听到或演唱的一首
名曲，若干年后可能成为鼓励他渡过困
难、找到生命力量的支撑。“美育之力不
是实时能够显现的，但却一定能够让孩

子受益终身。”
厦门六中认为，立德树人，从大的

方面说，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从小的方面说，是要培养幸福
的人。

“我发现，孩子通过学习艺术找到
了自己的专注点，对周围的人有更多的
爱和理解。”六中合唱团一位团员的家
长说。

“每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想
起‘老高’乐观向上的精神，让我会努力
想办法，而不是愁眉苦脸的。”合唱团学
生许钰欣说。

“美育给孩子们带来了丰富的人生
情感体验，教会了他们自主品味生命的
酸甜苦辣与厚度，帮助他们找到自我，
让孩子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幸福、有品位
的人。”欧阳玲说。

“我们要的，就是学生最美的样子”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今年再次公开招录
消防员21806名

》第七届非遗节将聚焦“非遗+文旅”融合

》全国电商监管跨区域协作联盟在杭州成立

》我国将推动浓缩洗涤剂应用和普及

》四川九成行政村建立垃圾处理机制

》“5G全球创新港”亮相上海北外滩

》广州上线可“刷脸”进站的地铁智慧示范车站

》东盟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经贸联系

》新西兰设立预防自杀办公室以降低自杀率

》马来西亚烟霾污染导致400多所学校停课

》保加利亚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均据新华社

句话新闻

□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童芳

远涉鲸波，国宝曾伯克父青铜组器静
静沐浴在久违的神州月色中。

经由外交、公安、文物等多方力量联
手，选取最优追索方案，历经 5个月紧锣密
鼓执着追索，8 月 23 日深夜，8 件流落东瀛
的稀世珍宝回家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
强 9 月 10 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这是我国
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在日本政府的配合协
助下实现的流失文物回归，为国际流失文
物追索返还领域贡献了新的实践案例。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何以被称为国宝？
追索该宝经历几许波折？此次索宝回国有
何突破意义？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非法出口！务必追回！

2019 年 3 月 3 日，国家文物局接到举
报，称日本某拍卖公司拟于近期拍卖的曾
伯克父青铜组器疑为我国非法流失文物。

真是国宝吗？国家文物局当日即开展
调查，很快获得线索：该批青铜组器很可能
为近年来被盗出土且非法出境文物。

经进一步鉴定发现：该批青铜组器的
器型、纹饰、铭文符合春秋早期青铜器的
典型特征；铭文显示器主为“曾伯克父甘
娄”；锈色呈“新锈”状，缺少流传的历史痕
迹……经过和同时期考古发掘资料比对，
专家们基本认定该批青铜组器应为湖北
随枣一带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被盗出土
文物。

那国宝出国是经正常途径吗？国家文
物局闻风循迹，发现该批青铜组器曾于
2014年在上海出现过，遂向全国 21家文物
进出境审核管理处查证。“所有管理处均未
办理该批青铜组器的临时进出境手续，有
力证实该批青铜组器应为 2014 年之后被
非法出口至日本。”关强介绍说。

国宝必须回国！3月 6日，国家文物局

研究决定，立即启动追索工作，并于次日向
公安部通报相关情况，商请其开展此事涉
及的文物走私和盗掘案件调查工作。

公安部刑侦局立即展开部署，很快，上
海公安即查明了文物持有人情况、文物走
私证据链条等关键信息。文物拍卖委托人
和实际持有人周某为上海居民，有重大犯
罪嫌疑，被正式立案侦查。

手握铁证，我国有关部门紧急照会日
本驻华使馆、通报流失文物信息、提请日方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开展相关工作……在外
交与刑侦双重压力下，日本某拍卖公司最
终在其官网发布声明，称曾伯克父青铜组
器由于涉及家族遗产纠纷，暂时中止拍卖。

取得阶段性进展后，国家文物局与日
本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日方对我方主
张的文物追索要求给予了认真对待和积极
协助。

在政府施压、刑事侦办等多重压力的
传导下，7月，周某正式表示，愿无条件将该
组国宝上交国家。8 月 23 日，周某返回国
内配合调查。

“独一份”的国宝
你能读对几个名字？

鼎、簋、盨、壶、甗、霝……国家文物局
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邓超介绍，目
前，这批文物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名
副其实的“国宝”。

——特别珍稀。文物所属的春秋古国
曾国，是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秘境”。1966
年，京山苏家垄出土“曾仲斿父”九鼎铜器
群，学术界才确认随枣走廊一带有曾国。
1978年，随州发现曾侯乙墓，多数学者认为
曾国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随国。近年
来，经由多项重要考古发现，人们对曾国历
史认知才得以逐渐推进。

“铸有‘曾伯克父甘娄’之名的青铜器
此前从未有发现。”邓超说，这批文物对研
究曾国宗法世系、礼乐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特别丰富。这组青铜器上铭文多
达 330字，每件青铜器均有铭文，每器均带
有自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专

家认为，解读这些穿越时光的密码，不仅是
对古代的复建，同时也可能带给今日国人
以崭新的历史惊喜。

——特别精美。专家告诉记者，组器的
铸造工艺极为精美。通过X光照相技术，专
家发现所有青铜器都为范铸成型，鼎、甗耳
部为直接铸造，簋、盨、壶等则先铸出器身，
同时耳部铸造出铜榫，然后再安装器耳活块
范、铸造器耳。专家认为这真实体现出古代
先民高超卓越的青铜器铸造工艺。

开创我国流失文物
追索返还新局面

关强告诉记者，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是我
国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文
物交易、实施跨国追索价值最高的一批回归
文物。此次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成功追索，最
主要的国际法依据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
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1989年，我国加入该公约。此后，我国
在多地设置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防止珍
贵文物流失境外，实施文物拍卖标的审核
制度、文物购销标的审核备案制度。2018
年，我国还上线了“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

“正是基于我国日渐完善严格的文物进
出境监管制度，启动这次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追索工作获得重要的法治依据。”关强说。

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跨国
跨境追缴被盗流失文物是公安机关打击文
物犯罪工作的重点之一。今后，公安部刑
侦局将继续积极与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密切
联系配合，全力开展被盗流失海外文物的
追缴工作，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更大贡献。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
罗静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执法合作、
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方式，已
促成了 300 余批次，15 万余件海外中国文
物的回归。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一次成功的跨海追索
——聚焦成功追回流日国宝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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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