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1日， 游客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地面陈列馆参观。 经过4个
月闭馆升级后， 位于三峡库区重庆市涪陵区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近日
重新开馆。 据介绍， 此次闭馆升级， 重点对水下参观廊道扶梯进行了
更换升级， 进一步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感和安全性。 白鹤梁题刻记录了
1200多年来72个枯水年份的长江水位资料， 是三峡库区的重要文物。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采用 “无压容器” 原理对题刻进行原址原貌原环境
保护， 游客可以乘坐自动扶梯下行来到水下参观廊道， 通过观景窗清
晰观看保护罩内静卧水中的白鹤梁题刻。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来自我国西北大
学的科研团队正依托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 研发 “猴脸识别技术”，
用于识别秦岭地区的数千只川金
丝猴。

与人脸识别技术相似， 猴脸
识别技术通过提取金丝猴面部特
征信息， 建立秦岭金丝猴个体的
身份信息库， 最终扫描、 比对、
识别。 “猴脸识别技术完全成熟
后， 我们可将其装在野外布设的
红外相机中， 系统可自动认猴、
命名， 搜集它们的行为。” 研究
团队成员张河说。

目前， 猴脸识别技术处于实
验推广阶段， 可识别约200只秦
岭金丝猴。 “每只金丝猴， 我们
采集了七八百张图像样本， 识别
成功率达到94%。” 张河说。

相比人脸识别， 猴脸识别技

术的不同在于， 金丝猴的脸部皮
肤区域带毛区域多， 且毛发区域
相对更明显， 纹理特征更复杂，
对识别系统的深度学习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需要数量更多、 质量
更高的个体图像样本 ， 来提高
识别率 。” 研究 团 队 负 责 人 李
保国说， “野外环境很复杂 ， 金
丝猴不会主动配合， 拍到好的
图片和视频比较难。 我们的目
标是 拍 摄 到 每 一 只 秦 岭金丝
猴的图像样本 ， 对秦岭金丝猴
都能通过猴脸识别技术完成识
别。”

目前秦岭地区生活着大约
4000只金丝猴， 属于川金丝猴的
独立亚种， 常年栖息于海拔1500
米至3300米的森林中， 是典型的
森林树栖动物。

2月21日， 市民行走在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街道上。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
科学划分、 精准防控等工作要求， 自2月20日22时起，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全域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自此，
吉林省中风险地区全部 “清零”。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2021
年高考加分政策出台。 记者昨天
从教育部获悉， 有四种情形之一
的考生可在录取时增加一定分数
投档， 最多可加20分； 因公牺牲
军人子女 、 5A级青年志愿者等
符合相关照顾条件的考生可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最新发布的 《教育部关于做
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
知》 规定， 有四种情形之一的考
生， 省级招委会可根据本地投档
录取办法决定， 在其文化统考成
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一定分数投
档； 达到高校投档条件的， 由高
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具体情形
包括烈士子女； 在服役期间荣立
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原大军区）
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
人；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
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含
台湾户籍）考生。同一考生如符合
多项增加分数投档条件的， 只能
取其中幅度最大的一项分值， 且
不得超过20分。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可在
其文化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
加一定分数投档， 分值不得超过

10分。 如果考生同时符合上述情
形之一， 只能取其中幅度最大的
一项分值。

此外， 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
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军人的
子女 ， 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
女， 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 驻国
家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
和西藏自治区， 解放军总部划定
的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计满20年
军人的子女， 在国家确定的四类
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者解放军总
部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10
年军人的子女， 在飞或停飞不满
1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空勤军
人的子女， 从事舰艇工作满20年
军人的子女， 在航天和涉核岗位
工作累计满15年军人的子女， 参
加全国统考录取并达到有关高校
投档要求的， 应予以优先录取。

公安烈士、 公安英模和因公
牺牲、 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
民警子女参加全国统考录取的，
按照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
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
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 有关
规定执行。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人员及其子女参加全国统考
录取的， 参照军人有关优待政策

执行。 退出部队现役的考生、 残
疾人民警察参加全国统考录取并
达到有关高校投档要求的， 在与
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经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守
信联合激励系统认定 ， 获得5A
级青年志愿者的， 达到有关高校
投档要求的， 在与其他考生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取。

教育部表示， 根据各地调整
和规范高考加分实施方案， 有关
省 （区、 市） 地方性加分政策仅
适用于向本省 （区、 市） 所属高
校投档时使用， 所有高考加分项
目及分值均不得用于高校不安排
分省招生计划的艺术类专业、 高
水平艺术团、 高水平运动队、 高
校专项计划等招生项目。

凡符合加分政策的考生， 必
须经过本人申报、有关部门审核、
省地校三级网上公示后方能予以
认可，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还须按
有关规定公示到考生所在班级。
未经公示的考生及其加分项目、
分值不得计入投档成绩并使用。

对高考成绩达到要求、 身体
条件能够完成所报专业学习、 生
活能够自理的残疾考生， 高校不
能因其残疾而不予录取。

新华社电 2月25日出版的第
4期 《半月谈》 刊发郭敬丹、 陈
席元的文章 《党史教育挺进青少
年阵地》。 摘要如下：

创新党史教育， 强化思想政
治引领工作 ， 是当下的重要课
题。 创新党史教育形式， 不断激
活青春动能， 正让党史教育热潮
在青少年群体中澎湃涌流。

网上党课讲活红色故事
“这本书， 我们一读再读。

每次读， 都会感叹它的品格和力
量。” 像唠家常一样， 一节党课
开始了。 “旷世宣言惊风雨” 的
主题之下， 讲的就是那本 “区区
一万多字却一经问世就震动整个
欧洲的小册子 ” ———《共产党宣
言》。

这是 “给90后讲讲马克思”
音频党课中的一节。 2018年4月
以来， 共19集、 每集约一刻钟的

“给90后讲讲马克思” 上线喜马
拉雅、 蜻蜓FM等平台 ， 在上海
乃至全国年轻听众中间引发 “追
剧” 效果。

系列党课还原伟人平凡的
一面， 并在有限的时间内立足
现实阐释经典理论， 通过音频的
形式充实年轻人的 “碎片时间”，
让 思 想 理 论 教 育 进 入 日 常生
活。

这一网红党课的幕后创作
者， 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
上海市党建服务中心等单位 。
“对年轻人来说， 马克思可能是
‘熟悉的陌生人’。” 中共上海市
委党校副校长曾峻说 ， 创新党
课形式， 让年轻人理解伟人的思
想根植于时代和实践 ， 让 年 轻
人 理 解 宣 言 不 是 “板起脸讲道
理的论文 ”， 而 是 内 容 和 形 式
完美结合的理论著作、 文学著
作。

文创产品挖掘红色IP
“望志路 106号 ” 冰箱贴 、

“树德里” 笔记本、 放有 “密函”
的文创套盒……这些由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文创团队研发的 “又
红又潮” 的产品， 让红色历史有
了新的传播载体。

“年轻的朋友来到纪念馆参
观 ， 我们既关注他们能看到什
么， 也思考他们能从一大会址带
走什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副馆长宋依璇说， 纪念馆以12万
件馆藏为基础， 精心提取红色元
素 ， 通过文创产品还原背后故
事， 启发新一代奋斗者思索、 理
解党的初心使命。

一段段党史故事自带 IP属
性， 以此为基础的红色文创让红
色教育走出场馆 ， 传播更远 。
2020年， 中共四大纪念馆发布了
以馆内 “工农联盟” 主题雕塑为

原型的 “Q版 ” 人物设计盲盒 。
“传播红色文化也能跨界。” 中共
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说。

线下研学拓宽红色阵地
自2019年起， 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就策划推出 “话说一大：
听00后讲建党故事” 中小学生研
学活动， 让 “小小少年” 用稚嫩
童音讲述他们学习到的建党小故
事。 活动中， 苏浙沪三地的00后
学生实地走访红色地标、 学习调
研、 收集资料、 撰写文章， 在研
学中与红色历史 “隔空对话”。

“这样的研学活动， 让孩子
们在建党 ‘大历史’ 面前不再只
是听众， 他们自己也可以成为讲
述者。”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
馆长徐明表示， 研学活动鼓励孩
子们融入自己的思考和爱国情
感， 成为青少年的政治启蒙， 有
利于流淌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

因。
2019年7月 ， 坐落于南京市

玄武区长江路上的中共代表团梅
园新村纪念馆 ， 建起了 “小红
梅” 青年学习社。 该学习社不断
拓宽党史教育路径， 突出思想性
和战斗性， 从青年化语言、 青年
化体验 、 青年获得感三方面入
手， 帮助青年群体明辨是非、 澄
清谬误。

在曾峻看来， 过去党史教育
得不到年轻人青睐， 主要是没有
立足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去阐释
党史， 容易 “就当时讲当时”。

“话说得太满 ， 反而不真
实。 平凡人做出伟大的事， 更显
得伟大 ， 推向极端反而不好 。”
曾峻说， 年轻人思想活跃， 有好
奇心， 生硬灌输往往适得其反，
在党史教育过程中强调 “就现在
讲当时”， 青少年的接受程度才
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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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挺进青少年阵地

我国科研人员用“猴脸识别技术”
识别秦岭金丝猴

2021年高考加分政策出台

未经公示的考生及其加分项目不得计入投档成绩

吉吉林林省省中中风风险险地地区区全全部部““清清零零””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新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