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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300年前已经测绘珠峰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记者

张辛欣） 记者近日从工信部获悉，
截至 3 月底，全国已建成 5G 基站
达 19.8 万个，套餐用户规模超过
5000万，5G推进速度不断加快。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
闻库说，我国 5G 发展取得了明
显的阶段性成效。截至 3 月底，
全 国 已 建 成 5G 基 站 达 19.8 万
个 。 网 络 建 设 加 快 的 同 时 ， 终

端也进入蓬勃发展期。截至 4 月
20 日，已有 95 款终端获得入网许
可，售价在 2000 元以下的 5G 手
机已经面市。

多家国内手机厂商通过加强信
息技术来优化应用体验，争取市
场。比如，vivo近日推出的iQOO
Neo3 手机，通过对手机运行速
度、触控操作、画面显示、散热等
进行系统优化，搭载游戏场景，增

强了应用体验。
工信部表示，将支持手机企业

加强研发创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品类丰富、性价比高的 5G 手机，
推动电信运营商通过优化套餐设
置、逐步降低流量资费水平、信用
购机等举措，带动 5G 手机消费，
加大 5G+VR/AR、赛事直播、游
戏娱乐等应用推广力度，带动信息
消费快速增长。

新华社天津5月3日电（记者周
润健）“忽惊夏向明朝立，便恐春从
此地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
京时间 5 月 5 日 8 时 51 分，迎来二
十四节气中的“立夏”，这一天在天
文学上是告别春天、迎来夏日的转
折点，标志着春季已经结束，夏季
正式开始。此时节，绿荫遍野，风暖
昼长，横塘新荷，花丛蝶忙。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罗澍伟介绍说，“立夏”，是二十四节

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
一个节气。每年的 5月6日前后，太
阳到达黄经45度时，即为“立夏”。

虽然在天文学上已经是“立夏”
了，但按气候学的标准来看，“立夏”
前后，我国只有南方一些地区进入

“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季，而北方
大部分地区则是“百般红紫斗芳菲”
的仲春和暮春时节。

这时，春播作物渐渐长大，夏收作
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扬花灌浆，油

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年景基本定局。
所以，我国古来很重视“立夏”节气。

“立夏”后，阳气生发，阴气减
退，人们要顺应这一转变，做好自身
的养生保健工作。天津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提
示，此时节，人的体力、精力消耗增
大，容易犯困，建议午饭后安排一段
时间小睡，以利安神养心；在饮食
上，少贪凉，忌辛辣，低脂低盐，多维
生素，以清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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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建成5G基站19.8万个

冰的世界：探秘珠峰中绒布冰川

新华社电（记者多吉占堆 边巴次仁 王沁鸥）2020年珠穆朗
玛峰高程测量正在进行，吸引全球目光。为世界最高峰定位置、
量“身高”的行动，在人类历史上已进行了多次。史料证明，我国
最早对珠峰进行了测绘活动。

名称之争背后的测绘史名称之争背后的测绘史
“最先发现珠穆朗玛峰的，是居住在西藏南部的藏族同胞，

他们给予这个峰以名称。但是把这个山峰，用科学的方法，记录
在地图上的，则是1715至1717年到西藏地区测量的我国测量队
员胜住、楚儿泌藏布和兰本占巴。”

写下这段话的，是已故著名地理学家林超。他在1958年发
表的论文《珠穆朗玛峰的发现与命名》中指出，西方世界普遍认
为是英国人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了珠峰，并将其命名为“埃
佛勒斯峰”。然而，“这是一种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傲慢。”

林超写道，从1851年到1865年间，英属印度测量局从印度
境内采用大地三角测量法对珠峰高度进行遥测。时任局长安德
鲁·沃却“‘慷慨’地以此峰来纪念他的上司前任局长埃佛勒斯”，
这便成了西方对珠峰名称百余年错用的起源。

但西藏人民却早就赋予过这座山峰本地的名称。对此，欧
洲人也是心知肚明。1922年，英国探险队在珠峰实地考察后在
伦敦报告时称：“西藏人称埃佛勒斯为珠穆朗玛……显然这是该
峰正确的名字。”

但此后，欧洲人却并未改正“埃佛勒斯”这一错误名字的使
用。

“珠穆朗玛”之名，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绘制的《乾隆十三排
图》，这幅地图则是依据成图于康熙年间的《皇舆全览图》绘制
的，其中，“珠穆朗玛”被写作“朱母郎马阿林”。林超文中指出首
先对珠峰进行测绘的胜住等三人参与了这幅地图的绘制。

故宫馆藏仪器实证故宫馆藏仪器实证300300多年前的测绘多年前的测绘
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一尊四游标半圆仪。使用时，将其游

标与所测物体相交成三角形，应用比例关系可获得被测物体的
高度或距离。

“它代表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测量技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
员周乾说，300多年前，胜住、楚儿泌藏布和兰本占巴入藏的行
囊中，便带有这件仪器。

其时正逢清康熙年间。周乾介绍，清康熙帝亲政后，先后平
三藩、收复台湾、讨伐准噶尔，地图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他发现当时的地图与实际有出入。在传教士张诚、巴多明的建
议下，康熙决定于1708年起重新测定全国地图。1715年前后，
胜住等三人被派往西藏。

这是我国首次用现代测绘技术对西藏地区进行国土测量，
其中就包括对珠峰的测定。

这次测绘行动在《清史稿》《清实录》等史料中均有记载，而
最直接的史料证据则是《皇舆全览图》本身。图中，珠峰以山形
符号被标出，其名字中的“朱母郎马”为藏语发音，“阿林”是满语
中的“山”，位置被放在图中北纬26度40分、西经29度10分，约
合现在东经87度18分。

林超在论文中指出，这个位置和当代测量结果（约北纬27
度59分、东经88度55分）有出入，“但该地区山川地势的相对位
置是清楚准确的。”

站在这张1:130万比例尺的地图前可发现，珠峰地区的诸多
地名与今天相似。山形符号附近有三条分支，分别代表中、东、
西绒布冰川。这些冰川海拔均在5500米以上，在今天也只能徒
步到达，足见300多年前测绘人员深入珠峰地区的程度。

遗憾的是，珠峰高度在图上并未标出。周乾认为，清廷制图
完成后成果秘不外宣，公开资料很少，而战乱也使一些史料流散
海外。随着研究资源进一步丰富，相信会有机会获得当时所测
的珠峰具体高度。

即便如此，故宫内诸多藏品还是侧面证明，胜住等人尝试对
高度进行了测定。除了四游标半圆仪，一尊铜质御制方矩象限
仪也可用来测量物体高度和与参照物的水平角。

测量中使用了桑逊投影法等西方现代测量技术，一些仪器
也为欧洲制造。但周乾说，我国在部分舶来仪器中加入了自己
的技术特色。如1714年制作的御制铜镀金星晷仪分为上下两
重盘，上盘周圈刻有我国独有的二十四节气，在求得时刻的同
时，还可知道当日所处的节气。

为人类拓展认知疆界为人类拓展认知疆界 为珠峰正名为珠峰正名
“《皇舆全览图》可以说是关于珠穆朗玛峰测量最早的历史

文献。我国测定珠峰的时间比西方早了近 140 年。”周乾说，
1952年，我国正式将这座世界最高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这
也与《皇舆全览图》依照当地藏语传统发音命名的原则相同。

而珠峰南坡所在国尼泊尔也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于
1951年首次将“埃佛勒斯峰”改为了“萨迦玛塔峰”，这在当地语
言中有“高达天空的山峰”之意。

世界最高峰，终于找回了她在历史长河中的真名。
在珠峰两侧，中尼两国当地居民一直将珠峰视为一座神圣

的山峰。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山脚下便已围绕这座高峰产
生了许多悠久传说。“珠穆”在藏语中为“仙女”之意，当地人认为
珠峰是五仙女中的第三位。

直到300多年前，中国测绘人员作为历史的先锋，首先将人
类科学认识世界的边界拓展到了世界最高峰脚下。

《皇舆全览图》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它也是当时世界上范围
最广的实测地图。英国近代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
史》之《地学》中明确指出，清康熙时期绘成的地图无疑是亚
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且比当时欧洲所有的地图要更
好、更准确。

五一假期到来，受疫情影响许久
未出家门的“宅男宅女”们，纷纷走出
了家门。

但是，近日全国各地气温上升，
多地出现30多度的高温天气。

天太热不想戴口罩？
有些人在出门游玩时，便摘了口

罩，将口罩直接放在口袋中。
一方面由于天气太热，口罩戴着

不舒服，同时一路上要喝水、吃东西
等，戴口罩不方便；另一方面有些人
认为，现在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感
觉没必要时刻都戴着了。

5 月 2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
言人米锋表示，“五一”假期第一天，
部分景区出现人员拥挤并不佩戴口
罩的现象，提醒游客游玩期间要做好
自我防护。

随着气温的上升，长期戴口罩确实
不方便，很多人都想问：可以摘了吗？

到底全国何时可以摘下口罩出
门呢？

钟南山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采
访时明确表示：现在还不是摘口罩的
时候！

钟南山指出，现在国内外情况悬
殊，中国由于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
现在已步入疫情第二阶段，而其他一
些主要国家还处在大暴发的第一阶
段，且仍在向上攀升。这意味着人传人
的几率非常高，确诊病例增加非常快。

戴口罩仍是很重要的自我防护
手段，现在就提出不戴为时过早。不
过，在疫情不严重的地区，人少的地
方或空旷场所，倒不见得必须戴。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流
行病教授、省卫生健康委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领导小组疫情防控
组副组长栾荣生表示，符合以下3个
特性，一定要佩戴口罩：

第一，密闭空间内，如地铁、火车
等地必须佩戴；

第二，人群密集区，医院、学校等
地均需佩戴；

第三，密切接触，需要长时间与

人密切接触者，需要佩戴口罩。
在4月15 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研
究员张流波表示，是否要摘口罩要与
整体疫情防控措施统一考虑，目前我
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低风险地区，但不
等于没有风险。我国正面临着境外疫
情输入、复产复工、无症状感染者等
风险，因此，当下公众仍要做好个人
防控，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张流波介绍，普通的公众在家
里、户外以及没有人员聚集、通风良
好的情况下可以不戴口罩，但如果在
人员密集的场所，乘坐电梯、公共交
通工具应该随身带好口罩；一些特定
场所如火车站、机场、公共交通工具、
养老院、福利院、监狱的工作人员应
戴口罩；病人、疑似病人、密切接触
者、境外来的回国人员等重点人员应
戴口罩；有职业暴露的人员如医护人
员，从事疫情防控的警察、保安、保洁
人员、服务员工作时戴上口罩。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