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长生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日公告称， 收到
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相关人员收到
市场禁入决定书。公告显示，证监会对长
生生物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
高俊芳、张晶、刘景晔、蒋强华采取终身

市场禁入措施。 长生生物同步发布的另
一公告称， 已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事先告知书， 深交所拟对
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后续，
深交所将根据相关规则作出是否对公司
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决定。

证监会处罚长生生物和相关人员
高俊芳等被终身禁入证券市场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145 7 2 96 2 8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28651751.3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338 5 7 5
排列 5 18338 5 7 5 6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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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陈政忠
刘联波) 湖南省第六届武术大赛暨东安县第三届武术文化
旅游周8日在东安开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安排了湖南
省第六届武术大赛、湖南省第六届武术精英大赛、拳王征
战———国际拳王争霸等3项大赛，来自5个国家，以及湖南
省14个市州75支代表队的1200名运动员参加角逐。

东安人崇德尚武，全县习武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0%，在
湘南一带素有“打不过东安”之说。东安武术健儿20余次参
加全国武术项目表演和比赛，共获一等奖26个、金牌36枚，
在全省26次武术项目比赛中，获金牌368枚。

本次比赛，将全面检验全省武术发展水平，展示新
时代三湘大地体育精神风貌，带动全民武术健身运动蓬
勃发展。东安县充分展示该县精湛的武术技艺、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旖旎的山水风光，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第六届武术大赛东安举行

充满戏剧性
“逆转”的归途

今年3月，青铜“虎鎣”的图片
出现在英国一拍卖机构的网站上，
它将于4月11日被拍卖的消息，吸
引了各方关注目光。

相关资料显示，青铜“虎鎣”原为
清宫皇室旧藏，1860年被英国军官哈
利·埃文斯从圆明园劫掠获得，此后一
直由其家族收藏。

国家文物局得知消息后立即开
展信息收集、鉴定研究，在基本确认
青铜“虎鎣”为圆明园流失文物后，数
次通过多种渠道联系英国相关拍卖
机构，希望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
问题。

4月10日， 国家文物局发表声
明，强烈反对并谴责该机构执意拍
卖流失文物的行为，表示将继续按
照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规定，通过
一切必要途径开展流失文物追索。

随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国内
主要文物艺术品拍卖平台等相继发
声，表示如该拍卖机构执意拍卖我国
流失文物，将终止与其开展的一切商
业合作往来。

4月11日，青铜“虎鎣”以41万
英镑价格在英国成交。

“逆转”出现在4月底，国家文物局
收到英国拍卖机构负责人邮件， 称青
铜“虎鎣”境外买家希望将文物无条件
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9月21日， 国家文物局代表团

会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组赴英
开展实物鉴定。包括科技检测在内
的鉴定结果均显示，青铜“虎鎣”符
合西周晚期青铜器基本特征。当
日，文物交接确认书顺利签署。

还有多少“虎鎣”
流离失所

圆明园被洗劫，是风雨飘摇的
中国近代史中，大批文物苦难命运
的缩影。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
贸易等原因，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
国文物流失到海外，几乎涵盖所有
文物种类。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不完全统计， 在全世界47个国家
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万
件中国文物，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
大约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

对承载灿烂文明的文物来说，回
到它们的诞生之地是最好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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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统一私法协
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
公约》———这是目前关于流失文物
返还领域的两大国际公约。在实际
操作中，前者缺乏强有力的履约监
督机制，后者则缔约成员国数量有
限，结构失衡，大部分主要文物进
口国尚未签署该公约。

而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拍
卖公司利用中国买家的民族情结来

进行商业炒作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中国流失文物” 成了一个极有市场
号召力的标签， 致使价格节节攀升，
也对民族情感造成了“二次伤害”。

海外流失文物归家
“路在何方”

近年来，我国不断探索促成流失
文物回归的多种途径，逐步建立综合
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
司法诉讼等方式的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工作模式，成功促成了30余批次近
4000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其中
圆明园鼠首兔首、 秦公晋侯青铜器、
大堡子山金饰片等重要文物已先后
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

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对自
身文化认同的加深，民间力量开始
在流失文物的追索中发挥作用。福
建省大田县阳春村村民近年来还
拿起法律武器，向荷兰收藏家跨国
追索被盗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

但毫无疑问的是，流失文物的
追索依然任重道远。

“今后，我们将本着合作、开放的
态度，在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统筹
引导收藏机构、协会组织、媒体与社
会各界的积极力量，推进流失文物追
索返还工作更加主动有序开展，为建
立更加公平正义的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国际规则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智
慧。”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虎鎣”漫漫回家路
� � � �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空中距离8100多公里，航程约10小时。11月23日，流落
异乡的青铜“虎鎣”搭乘飞机回到故土。这条归家之路，一波三折，它走了百余年———

肖丽娟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0日表示，她
将推迟在议会下院就“脱欧”协议进行
表决，并将在未来几日继续与欧盟方面
就协议内容进行谈判。英国“脱欧”之路
更加艰难曲折，前景更加扑朔迷离，英国
政府恐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2016年，英国公投意外“脱欧”，英
国前首相卡梅伦因此黯然下台， 对世
界的冲击至今仍未消弭。 欧洲一体化
进程严重受挫，世界不确定因素增多。

在英国“脱欧”派眼里，这是一场好
聚好散的“离婚”，“长痛不如短痛”是他
们的宣言。但是，现在这场“离婚”官司打
得漫长曲折，“脱欧”派口中的“短痛”被
拖成“长痛”。与欧盟拉锯式的谈判，无休
止的国内讨论表决， 让英国伤筋动骨，
加剧内部的对立与撕裂。

上月底，英国与欧盟经过激烈的谈
判与讨价还价，达成“脱欧”协议草案，英
国“脱欧”之路似乎曙光初现。主导“脱
欧”谈判的特雷莎·梅，甚至宣布“一切在

掌握之中”，“脱欧”协议已“触手可及”。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脱欧”协议草案要获得国内通过，
特雷莎·梅起码要连闯三关： 内阁关、党
内关、议会关。尽管她铆足了劲，多方游
说，试图让草案通过。然而，很多英国人
并不买她的账， 她所承受的压力与阻力
前所未有。

在派系林立的英国议会中 ，“留
欧”派、强硬“脱欧”派、维护北爱尔兰利
益的党派各执一词。一些英国议员威胁
将阻挠草案通过，反对党工党表示将要
求其议员在议会投票中否决这份草案。

特雷莎·梅所在的保守党也并非铁
板一块。前不久，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和
就业与养老金大臣因不满协议草案而宣
布辞职，传递出内部分歧严重的信号，党
内呼吁二次公投的声音不绝于耳。

盲赌式的公投难解矛盾， 只会加
剧社会撕裂与对抗，令局势更不确定。
英国“脱欧”之痛如今变成了难言的长
痛，“无协议脱欧”或将成为一种可能，
将给世人以警醒。

“脱欧”之痛难愈
天下微评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车辆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
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组建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框架方案〉的通知》
要求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法律规定
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精
神， 为保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依法履行职责使命，经国务院同意，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悬挂应急救援
专用号牌。

《通知》明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车辆中符合执行和保障应急救援任务
规定的悬挂专用号牌，主要包括灭火消
防车、举高消防车、专勤消防车、战勤保

障消防车、消防摩托车、应急救援指挥
车、救援运输车、消防宣传车、火场勘查
车等。应急部为专用号牌及配套行驶证
件的核发主管单位。驾驶悬挂专用号牌
车辆的人员须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核发的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

《通知》对专用号牌要素和车辆外
观进行了规定。专用号牌为白底黑字，
配以红色汉字“应急”，分为汽车号牌
和摩托车号牌。汽车号牌每副两只，分
别悬挂在车辆前后部； 摩托车号牌为
单只，悬挂在车辆后部。悬挂专用号牌
车辆外观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进行标识
涂装，车身前面涂装“救援 RESCUE”
字样， 车身侧面涂装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徽标、“消防” 字样和所属单
位名称、 车辆编号， 车顶涂装车辆编
号，车身两侧及车辆尾部涂装装饰条。

国办印发《通知》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
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

� � � � 伟大的对决，终究会有“散场”
的时候。

北京时间12月11日的NBA常规
赛中， 詹姆斯率湖人队坐镇主场迎
战韦德领衔的热火队， 这场被称作
“最后的‘詹韦会’”的对决以湖人队
108比105险胜告终。散场时，詹姆斯
与韦德的紧紧相拥令无数人动容。

同为2003黄金一代的两位球员，
或许再无球场正面交锋的机会。 此前，
33岁的韦德已宣布本赛季结束后退役。
如果热火队与湖人队无法会师总决赛，
这场交锋便将成为詹姆斯与韦德在
NBA赛场的最后一次“碰面”。

一场原本平常的NBA常规赛，
倾注了无数人的“篮球情怀”，詹姆
斯与韦德自然不例外。 詹姆斯在开
场前换上“韦德系列” 战靴尽显温
情， 而韦德则拿出火热的手感与状
态，表达对挚友的敬意。

亦敌亦友的“詹韦组合”，各自率

领球队在场上激烈比拼。半场结束，热
火队以58比55取得微弱领先。 最后两
节，两人显得更加珍惜，对飙三分球，
多次打平，“篮球兄弟”的深厚情谊，全
“凝集”在手中这颗篮球里。

悬念迭生、高潮迭起的比赛，让
球迷享受一场篮球盛宴。终场哨响，
主场作战的湖人队以108比105取
胜，詹姆斯将球抛向空中，与韦德紧
紧相拥，并交换球衣。

2003年开始的兄弟情谊， 在竞争
中更显可贵，在合作中惺惺相惜。过去
15年，詹姆斯与韦德合作了4个半赛季，

但更多时候是在对垒、比拼。即便是到了
最后一役，两人均交出“两双”数据，詹姆
斯砍下28分并送出12个助攻，韦德则收
获15分和10个助攻，“用篮球该有的方
式表达情谊”，成了兄弟之间的默契。

此轮战罢， 热火队以11胜15负
排名东部第9，距离冲进东部前八还
差半个胜场， 想要冲进季后赛闯入
总决赛，确实“道阻且长”；湖人队目
前名列西部第5，与暂时领跑西部的
雷霆队仅1个胜场的“差距”，形势逐
渐“柳暗花明”。就双方目前表现而
言， 想要再次见证“詹韦对决”，需

“热火队逆风翻盘， 湖人队乘胜追
击”，难度不小。抛开战绩，无论他们
还能否“相遇”，本场比赛结束时双方的
深情相拥、互换球衣，将成就NBA赛场
上一份新的“永恒”。

他们带走了对方的球衣， 却带
不走NBA史上关于他们的“传奇”与
球迷们的“集体记忆”。

� � � �12月11日进行的一场NBA常规赛中， 詹姆斯率领湖人队以108比105战胜
由韦德领衔的热火队。这场被称作“最后的‘詹韦会’”的对决被永久定格，也勾
起无数人对 “詹韦组合” 的集体记忆———

“詹韦对决”或落幕
“亦敌亦友”是永恒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责任编辑 肖丽娟 谢卓芳 周倜 2018年12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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