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10
月 10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8
胡润百富榜名单，马云家族以
2700亿元身家登顶中国首富，
而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则
以 2500 亿 元 身 家 跌 至 第 二
位，腾讯董事局主席兼CEO马
化腾以 2400 亿元身家位居第
三。其中，四川2 位富豪家族
上榜。

虽然去年的前三富豪也来
自马云家族、许家印和马化
腾。不过，彼时许家印的财富
为2900亿元，马化腾的财富为
2500 亿元，马云家族则拥有
2000 亿的财富。

此外，今年的前十富豪还
包括：杨惠妍（1500亿元）、王健
林家族（1400亿元）、何享健和
何剑锋父子（1300亿元）、王卫
（1200亿元）、严昊家族（1200亿
元）、李彦宏及马东敏夫妇（1150
亿元）、雷军（1100亿元）、王文
银家族（1100亿元）。

从前十强排名看，三强格

局稳固，但其财富值同后面几
位的差距越来越大，后六名财
富加起来，才能与前三抗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携小米在港交所成功上市的董
事长雷军身家大涨，首次进入
百富榜前十，身家达 1100 亿
元。拼多多创始人黄峥位列第
十三，创业仅3年的拼多多于今
年成功上市，其财富迅速增长
至950亿元。他可能是全球历
史上最快拥有近千亿财富的企
业家。

起家于四川简阳的“火锅
一哥”海底捞今年也成功上市，
张勇夫妇财富上涨10倍，以550
亿元冲进前50，排名百富榜第
34位。

本次百富榜前百位排名
中，有2位四川企业家上榜，分
别是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
公司的张勇夫妇和四川新希望
集团的刘永好家族。其中，刘
永好家族以380亿元的身家，在
榜单中排第62位。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10
月 10日晚，中国乒乓球超级联
赛万基农业赛区在成都市郫
都区体育馆拉开帷幕。本赛
季冠军主帅邱贻可率领的四
川女乒主场赛事落户郫都区，
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
观赏到高水准的体育盛宴。
今年，郫都区先后举办了世界
舞蹈”大赛、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大赛、2018 年 RA 国际机
器人大赛·未来工程挑战赛等
大型体育赛事活动。“郫都区
无论城市品牌、区位优势，还
是承载大型赛事活动载体能
力都有很大程度提升。凭借

良好的城市竞争力，随着越来
越多的大型赛事活动选择在
这里举办，我区逐步成为全国
大型赛事活动首选地之一。”
郫都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
这次乒乓球超级联赛，是郫都
区助力成都“三城三都”城市
品牌打造的具体实践。未来
郫都区还将高规格承办全国
性和国际性赛事活动，为成都
建设世界赛事名城贡献郫都
力量。据悉，此次乒超联赛将
在郫都分阶段开展多轮次比
赛，从10月开始，跨时4个月，
共有 10 支省级女队来到鹃城
展示一流的球技。

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公告
称，根据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公安消防部队、
武警森林部队退出现役，成建制
划归应急管理部，组建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自2018年 10月
10 日零时起，至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制式服装配发前，原公
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和警

种学院人员停止使用武警部队制
式服装和标识服饰，统一穿着无
武警标识的作训服，并在作训服
左兜盖上方佩带消防救援队伍身
份标识牌。

应急管理部同时发布了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标识牌
式样及佩戴规则。标识牌由应急
管理部统一制作，配发对象为在

编在职干部、队员和消防专业院
校学员。凡不在配发范围内的人
员，一律不得佩戴消防救援队伍
人员标识牌。消防救援队伍管理
指挥干部、专业技术干部、高等专
科学校学员佩戴干部标识牌，消
防救援队伍队员、消防员学校学
员佩戴队员标识牌。

（新华社）

说起张衡的成就，其中最突出
的无疑就是候风地动仪了。据史
料记载，候风地动仪早在公元200
年左右就消失殆尽。那么，那个印
刷在中国现代教材之中，让我们对
其充满想象的“地动仪”，又是怎么
来的呢？

实际上，历史教材上展示的地
动仪，是上世纪50年代一位叫王
振铎的古代科技史学家根据史籍
复原而出的概念模型。

早在 1936 年，王振铎画出了
第一套自己复原的地动仪模型图
稿，并采用“悬垂摆”的结构原理。
也就是从地动仪的上部垂下来一
根摆，用以判明地震方向，并控制
相应机关。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振铎
被任命为原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
处处长，在那个时代，他接到了一
项特别的任务：复原一批代表古代
文明的器物作陈列、宣传之用，其
中就包括候风地动仪。

历经一年时间，王振铎放弃
了自己 1936 年想遵从的“悬垂
摆”原理，而是采用倒立的“直立
杆原理”，于 1951 年设计并复原
出 1：10 比例的木质“张衡地动
仪”模型。

消息一出，就受到了空前的
关注，由王振铎复原的“张衡地动
仪”还被编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
中国地震局也用这部复原模型做
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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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援队过渡期身份标识牌发布
自10月10日零时起至制式服装配发前，统一穿着无武警标识的作训服，佩带身份标识牌

2018年胡润百富榜 四川两富豪家族上榜

郫都区迎来全国乒乓球“超级”盛宴

“张衡地动仪”被删出教材？真相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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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消息称，两年前
投入使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
教科书七年级上册中，关于张
衡和候风地动仪的内容被删
除，引发了网友对知名历史人
物在新教材中被“除名”的质
疑和讨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回应称，以张衡为代表的大量
古代科技文化名人在统编教
材中有专门介绍。

复原>>>

是否有100%还原？
候风地动仪的复原工作一直

在继续，那么在将来，一个复原到
100%的地动仪是否可能出现在
公众面前？

据媒体报道，早在2003年，
河南博物院就决定张榜招贤，让
张衡地动仪能够真正地“动起
来”。2009年 9月 20日，中国科
技馆新馆开幕，新的地动仪模型
与观众见面。

但学界对这一版本的模型同
样存在质疑，认为其关键之处与
原始文献记载不能密合。

对此，陈天嘉认为，100%还
原难度比较大，目前确实没能实
现完全的复原。

在陈天嘉看来，科学界对张
衡地动仪的研究和复原，历史意
义多过现实意义。

在争议之下，教材上的张衡和
地动仪，还在吗？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2017年
投入使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材
七年级上册中，关于张衡和候风地
动仪的内容被删除，并称“那个被
印在教材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由
王振铎复原的地动仪模型，开始淡
出当代青少年的视野”。

对此，有媒体记者向人民教育
出版社求证，该社明确回应，张衡
及地动仪内容并未从统编版教材
中消失，只是教材编排上做了调
整。

据人教社的回应，张衡等人
物都并未“消失”。关于张衡和地

动仪的内容，统编版小学道德与
法治教材五年级上册专门设置了

“古代科技 耀我中华”一课，介绍
扁鹊、张仲景、华佗、李时珍、孙思
邈等著名医学家，张衡、祖冲之、
毕昇、蔡伦等古代科技巨人及科
技成就。

这其中，还专门讲述了张衡和
他发明的地动仪，指出其对科技的
重大贡献，同时设计学习活动，引
导学生追求真理，献身科技，“要像
张衡一样，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做
一个有心人”。教材中还设置相关
栏目，介绍国际上用张衡、祖冲之
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环形山。

（综合中欣、北京晚报）

但这个入选了历史教材的地
动仪模型，却一直受到争议。

在一些学者看来，由于存在原
理性错误，这个复原模型并不能真
正进行地震监测。

在不少学者眼中，王振铎所采
用的“直立杆原理”无法成立。

此外，还有人甚至认为它根
本就不存在。在质疑的声音中，
奥地利人雷立柏的观点最为尖
锐，他曾撰写《张衡：宗教与科

学》，认为中国人对张衡地动仪
的情绪是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在
他看来，地动仪失传了，就说明
它不科学、无实用性，没有不失
传的道理。

但更多学者相信地动仪真的
存在过。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
院教师陈天嘉接受媒体采访时就
曾称，张衡地动仪是存在的，而且
具有地震监测的功能，但复原工作
暂时还没能完成。

历史
教材上的地动仪是怎么来的？

争议
教材上的模型是否科学？

人教社回应
古代科技文化名人有专门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