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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

近期，美方罔顾中美元首大阪
共识，宣称要对价值 3000 亿美元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将中
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此后虽迫于国
内经济压力删减或推迟对部分商品
加税，但美方一些人出尔反尔、不断
施压致使经贸摩擦升级的做法遭到
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去年 7 月以来，美方一些人公
然违背贸易契约精神和国际规则，
丝毫不顾对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秩
序的冲击，单方面挑起人类经济史
上规模最大的经贸摩擦，妄图通过
“极限施压”迫使中国接受其无理要
求，其霸凌气焰之嚣张，令世人震惊
愤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方
以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
局为重，始终秉持对贸易战不愿打，
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并奉陪到
底的态度，为捍卫自身发展权益与
核心利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
争，体现出强大的风险控制能力、抗
击贸易战的定力耐力，和一个负责
任大国应有的担当。

中国抗击美国贸易霸凌牵动世
界人心。一方面，经贸摩擦严重冲击
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关乎所
有国际成员发展利益，不可不察；另
一方面，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美方
一些人挑起对华经贸摩擦，其实质是
一个霸权国家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正
当发展权的野蛮打压。中国捍卫自身
正当权益的同时，也是在维护以世贸
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公正
有序的全球发展环境而抗争。

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众多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其中，
依托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快速发展，
不仅丰富了全球要素资源，降低了
生产成本，拓展了全球投资机遇，同
时不断增加的中产群体及其消费能
力，更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空间，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
要推动力。

毫无疑问，美国是经济全球化
的最大受益者，其在主导国际经贸
规则构建的过程中，享受着经济全
球化带来的制度福利，通过在全球
配置资源，不断提升、巩固其经济霸
主地位。美国企业更是依托金融和
技术优势，牢牢占据价值链高端和高附加
值环节，坐享着超额收益。

然而，历史的发展自有其逻辑。广大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
球化，形成了群体性崛起的态势，国际力量

对比的变化又反过来推动国际秩
序和分工体系朝着更加均衡的方
向演进。而这，是美国一些顽固的
霸权主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在过去 40 多年里主动融
入经济全球化，不仅培育了完备
的工业体系和潜力巨大的消费市
场，而且通过扩大进口与对外投
资，与全球共享中国机遇，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构建共赢
格局。这种合作新范式，正推动形
成一个更加均衡合理互利的利益
分配格局，为遭遇逆风的经济全
球化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面对变局，美方一些人却固
守其霸权逻辑和冷战思维，认为
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在全球产业链
上的跃升，将打破长期以来形成
的对其有利的中心外围式国际分
工，危及其全球价值链的顶层地
位。他们不遗余力地在贸易问题
上对中国“极限施压”，其真实的战
略动机在于剥夺中国的自主发展
权，逆转中国的发展态势，使其永
远居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较低层
面，沦为美国经济的“附庸”。

因此，美国单方面挑起并不
断升级经贸摩擦，其根源在于美
方一些人死守不公平不合理的全
球分工和利益分配体系，企图运
用金融、贸易、政治和军事等手段
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
益，以巩固其霸权地位。

此时的中国不只为一己而
战。中国顶住美国贸易霸凌压力，
坚决捍卫合法权益，对于构建更
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捍
卫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权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所说，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
权利，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
会放弃这项权利，中国致力于自
身建设，“美国应尊重中国发展的
权利”。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不
可逆转的时代大势，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是经济
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试图以保
护主义、单边主义人为隔断业已高
度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已无可能，
一味打压遏制与独占只会适得其

反。尊重并接纳发展中成员更高层次的发展
权诉求，以建设性态度合作规划完善新一轮
经济全球化，共同做大全球发展的蛋糕，才
是美国的理性选择。

(记者叶书宏)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上接 1 版)2018 年，在上级文物部门
资金支持下，虎溪村按照“修旧如旧”原则，
对古戏台、古建院落等近 3000 平方米区域
实施文物本体修复；通过更换楼板、瓦片、
栏杆，修复马头墙、屏风、门窗等部件，古村
重焕生机。同时，还成立纪念馆，陈列 1934
年红六军团长征过境虎溪时的珍贵文物。

2016 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实施的传统村落保护公益项
目———“拯救老屋行动”在各地推进。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几年
前，原户籍人口 1400多人的村子常住人口不足
200人，部分老宅年久失修，只剩残垣断壁；村
里原有 120多栋明清建筑，多栋被拆除。

2017 年 5 月，在政府支持下，龙潭村
开始“拯救老屋”、复兴古村。

“针对古宅多为土木结构的特点，我们
聘请老工匠艺人，采取传统工艺进行修
复。”驻村第一书记夏兴勇介绍，他们还创
新推出“认租 15 年”运作机制，以吸引社会
资金修缮古民居。

“谁租房谁修缮，与租客签订 15 年合
同，15 年内每年每平方米只收 3 元钱租
金。”夏兴勇说，目前，龙潭村有 32 栋古民
居采取这种做法，吸引了国内外 100 多人
前来承租修缮古民居，长期定居。

一座座荒废的老宅被认领修缮后，既
保存了村庄原有风貌，又发展起了新兴业
态。江西人曾伟第一眼见到龙潭村，就爱上
了这个地方，在村里租下一幢 100多年历史
的老房子，改造成以读书为主题的“自用+分
享”生活空间。

记者了解，“拯救老屋行动”采取政府
委托，社会组织运作、监督、管理的项目实
施办法，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各地在实
践探索中形成了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新机
制，吸引了农民回村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了
非遗项目活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改善，有效
激发了传统村落的活力，为传统村落的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乡村“网红”

魅力倍增 助力振兴

拯救、保护、利用，让古村落平添

“新资源”。
一幢幢夯土实木的民居古朴静美，一

曲曲四平戏曲悠扬悦耳……这是记者走进
龙潭村感受到的。

“我们不仅注重保护好古村外观，同时
在内涵的深挖上下功夫，让村子真正‘活’起
来。”夏兴勇说。

龙潭村一直保留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四平戏，为了“活化”这一珍贵文化
遗产，龙潭村建起了四平戏博物馆，戏班子
重新开班；为传承红曲制作与黄酒酿造这一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村里也建起博物馆。

短短几年，龙潭村古厝修复一新，设施
齐全；常住人口恢复至 600 人左右；公益画
室、美术馆、四平戏博物馆、黄酒博物馆、咖
啡屋、图书馆的出现，让过去无人问津的破
旧古村落，变身旅游“网红村”。

“节假日游客爆满，周末一房难求，农
家菜馆门口经常排起长龙，农副产品卖得
红红火火。”龙潭村党支部书记陈孝镇开心
地介绍。

据了解，2014 年以来，国家文物局选
取了 270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的中国传统村落，
开展整体保护利用工作。2018 年评估结果
显示，51 处传统村落文物保护项目完工率
达 84%，有效确保了文物安全，并带动当
地农民增收。

“一半受保护村落的收入高于所在县平
均水平，70% 村落的旅游收入实现近 40%
的增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今年暑假，从杭州到大理旅游的周冬
梅女士一家 3 口，为了在古生村村民何利
成家的民宿住上一晚，退订了昆明的酒店。

“我们被古生村的美景和美食迷住
了。”周冬梅笑着说。

“苍洱毓秀”的主人李德昌也辟出空
间，陈列和销售下关沱茶、鹤庆银器等当
地名产。“每天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李
德昌欣喜地说。

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
等 6 部门公布了第 5 批 2666 个中国传统
村落。中国传统村落总数已达 6819 个。

(记者李自良、丁怡全、施雨岑、董建
国、柳王敏) 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留住乡愁 绽放新颜
说起人类祖先，许多人

印象中“辈分”最高的可能是
著名的“人类老祖母”露西，但
实际上在非洲发现的另一个
古人类图迈的“年纪”约是露
西的两倍。在中国，北京猿人
闻名遐迩，但要论辈分也坐
不上头把交椅。那么，世界各
地最早的古人类都是谁呢？

新华社记者就此采访
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
秀杰，她介绍了迄今在世界
各地发现的最早古人类。

非洲是学术界公认的
“人类摇篮”。吴秀杰说：“迄
今已知的 200 万年前的古
人类化石，都是在非洲发现
的。”其中，1974 年在埃塞俄
比亚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露
西，距今约 350 万年，曾长
期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人类，
享有“人类老祖母”的美誉。

不过，后来在非洲又陆续
发现了年代更久的古人类化
石。如 2000 年在肯尼亚发现
的千禧人，因发现时间而得
名，年代距今约 600 万年。
2001 年在非洲中部乍得发
现的图迈，“年纪”更是露西
的约两倍 ，达到约 7 0 0 万
年。图迈因此不仅成为“非
洲冠军”，也夺得了迄今已
知最早古人类的“全球总冠军”。

据介绍，在欧洲，约 175 万年前，德马尼西
人生活在今天的格鲁吉亚一带。至于比较出名
的尼安德特人，则并非以年代见长，而是因为
他们可能与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有诸多互动而
在当今引起广泛兴趣，他们生活的时间很靠近
现代人，在约 10 万年至几万年前。

在亚洲，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爪哇人可
能追溯至约 180 万年前，在中国发现的元谋人
可追溯至约 170 万年前，近来的新研究将蓝田
人的时间也推至约 160 万年前。由于现有技术
测量误差等原因，上述年代在一百七八十万年
左右的古人类，可能还难以确定真实的先后。

据介绍，许多人从小就听说的北京猿人
或北京人，近来研究显示年代在约 77 万年
前，也就是说按“辈分”无法与元谋人和蓝田
人相比。北京人的意义，既来自它在中国古
人类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地位，也来自它的独
特经历——— 在 1929 年那个中国积贫积弱的
年代，裴文中等中国考古人员发现了中国大
地上的古人类化石，相关化石随后还经历了
抗战期间失踪等备受关注的事件。

“世界上年代久远的古人类化石主要在非
洲、欧洲和亚洲，在美洲和大洋洲迄今只发现
了一两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吴秀杰说，这可
能与古人类的生活范围有关，也可能与环境因
素导致一些地方的古人类遗存难以形成化石
并保存下来有关。(记者黄堃、眭黎曦、傅博)

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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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寻找生命的希望 访发现最早古人类的

团队负责人布吕内

新华社巴黎 8 月 18 日电(记者陈晨)“曾有人对
我说：‘我相信你将什么也找不到。’”法国法兰西
公学院教授米歇尔·布吕内在回忆发现迄今所知最早
古人类化石图迈的历程时，经常提起考古路上的艰
辛。

布吕内团队 2001 年在非洲中部乍得发现的图迈
化石，被认为属于一名生活在 700 万年前的男性，这
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布吕内也因此名扬天
下。这位耄耋老人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这
项发现背后是他在学术道路上一生的坚持，“不去看看
怎么知道有没有呢，做研究应该有创新的眼光”。

从亚洲到非洲

“在我开始研究古人类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
摇篮在巴基斯坦，甚至是中国。”布吕内说，在自己年轻的
时候，在亚洲发现的一些化石对他影响很大，比如在中国
发现的北京猿人、在巴基斯坦发现的西瓦古猿。后来，他
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了考察。

由于考古学界在非洲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古人类化
石，比如 1974 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距今约 350 万年
的著名化石露西，布吕内决定前往非洲。

布吕内说，上世纪 80 年代，乍得仍处于战争状态。
有人问他“为什么来”，他回答：“我想去北方的沙漠寻
找古老的人类。”

遇见图迈

1993 年 12 月，布吕内接到来自乍得方面的电话，
次年便动身前往考古地点。他说：“1995 年 1 月，我在
乍得发掘到南方古猿化石，那是首次在东非大峡谷西
侧发现史前人类。”他用曾在非洲一起工作而死于疟疾
的同事名字“阿贝尔”命名了那块化石。

南方古猿虽然名称中有“猿”字，但被学术界认为
是古人类的一支，与我们同属人类大家庭，露西就是南
方古猿阿法种。不过，此前露西等化石都是在非洲东部

被发现的，布吕内选择的非洲大峡谷以西，在当时可
算“学术荒地”。

“当时有很多同行问我为什么，并告诫说那里什
么也没有。我想，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有没有呢，做研
究应该有创新的眼光。”

1997年，布吕内在乍得发现了一些遗址。“当我从
野外勘探回来的时候，我对一个当时在恩贾梅纳大学
上学的年轻大学生说，你将来会在这里发掘到最古老
的人类化石。”

这名年轻人叫阿温塔，布吕内认为“他是团队里
发掘化石眼光很好的人员之一”。在 2001 年，就是阿
温塔在上述遗址发现了图迈的头骨化石。

对布吕内来说不无遗憾的是，由于还有授课等
工作，他并不在 2001 年那次发掘的现场。但作为团
队的领导者，以及随后相关论文的主要作者，这块化
石和他的名字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布吕内说：“数
百万年流转，我们和图迈有幸相遇。”

请总统起名

从发现之日到现在，图迈是已知最早的古人类
化石，学术界对人类起源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因此
而被改写。那么，图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002 年 7 月 10 日，也就是关于图迈的论文在
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前一天，乍得政府举行
了新闻发布会。据报道，当时正在南非出席非盟首
脑会议的乍得总统代比提前回国，出席这个发布
会。

布吕内说，图迈这个名字是代比总统起的。
“我见乍得总统时，对他讲，总统先生，您应该给
这块化石起个名字，因为它是最古老的。应该给它
一个双音节的名字，因为双音节名字会响彻世界。”

“总统看着我，对我说：图迈。”总统解释说，这是
来自当地戈兰游牧部落的语言，每当有孩子在旱季
之前出生，就起名叫图迈，意为“生命的希望”。

美 国 联 邦 快 递 公 司

承 运 来 华 快 递 涉 枪

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新华社福州 8 月 18 日电(记者韩洁、

王成)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 18 日
通报，该局近期接到报警，福建某运动用品

公司收到由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承运的一美
国客户寄出的快递包裹，内有枪支。目前，福
州警方已将枪支暂扣，并开展立案调查。

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在这里

新华社记者

700 万年前，非洲大地上活跃的灵长目动物群
落中，一个身影站起，在人猿即将揖别的“岔路口”，
迈出了个体的一小步，却成为人类的一大步。

今天，这个“岔路口”所在地，是乍得的一处偏远
沙漠。那个身影留下的头骨已被岁月变成化石，在风
沙中不经意间暴露在人们眼前。

“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发现化石团队
的领导者、法国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米歇尔·布吕内近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名字叫‘图迈’，
在当地语言中意为‘生命的希望’。”

什么是人：图迈面临的争议

图迈的头骨化石由布吕内团队在 2001 年发现，
真品现藏于乍得国家科研发展中心，复制品在乍得
国家博物馆、塞内加尔黑人文明博物馆等地都有展
览。黑人文明博物馆主任研究员艾梅·康图桑介绍：
“图迈被认为存在于灵长目黑猩猩属和人属之间。”
这种表述反映出图迈曾面临的争议。

根据图迈头骨复原的面部图像能直观地说明争
议，复原头像上的毛发、五官看起来有些像猩猩。专
家认为图迈是男性，其化石呈现出猿与人的混合特
征：颅骨形态与猿类相似，脑量与黑猩猩接近，眶间
距与大猩猩相似。

布吕内团队 2002 年 7 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
表关于图迈的论文后仅仅 3 个月，美国密歇根大学古
人类实验室的米尔福德·沃尔波夫等人就于 10 月在

《自然》上发表质疑文章，认为图迈仍然是猿而不是人。
不过也有很多支持图迈是人的证据，布吕内

2005 年在《自然》上发表了回应文章。他告诉记者：
“有人说这是一只大猩猩，那犬齿会是空心的，而且
非常大，但这是人类的犬齿。头骨上的枕骨大孔位置
也与大猩猩和黑猩猩不一样，而是符合人类两腿直
立行走的特征。”

“什么是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
相关争议的焦点实际上是对人的定义。

“20世纪 60 年代以前，古人类学界一般以能否
制造工具作为划分人与古猿的界限。但后来发现，制
造工具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黑猩猩等动物也会制
造工具。因此古人类学界逐渐采用了新的标准：习惯
性两腿直立行走。”

吴秀杰说，图迈头骨的枕骨大孔位置与我们一
样向下，表明头骨垂直位于脊柱上，显示它已习惯性
两腿直立行走，“这是决定性的证据”。她说，现在学
术界对图迈的分类是撒海尔人乍得种，虽然不属于
现代人所在的人属，但同属人类大家庭，这与其他一
些古人类一样。

人猿揖别：700 万年前的分叉口

既然图迈是人，那它的“年纪”就特别有意义。布
吕内团队 2008 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论
文说，图迈头骨的测年结果为 680 万年到 720 万年
之间，为了方便常说是 700 万年。他说：“迄今没有发
现比这更久远的人类了。”

这意味着人类起源的时间，被图迈往前推了一
大截。

多年来，著名古人类化石露西被称作“人类老祖
母”。1974 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这具女性骨架化
石，以完整性和久远性而极受重视。化石中包含头
骨、肋骨、臂骨等，到现在也是同类化石中最为完整
的。其“年纪”约为 350 万年，在被发现后长期稳坐世
界头把交椅。

不过更古老的化石陆续出现。2000 年在肯尼亚
发现的一种古人类化石因发现时间而得名千禧人，
年代距今约 600 万年，夺得了“最高辈分”的宝座。仅
一年后，图迈就在乍得被发现，又将人类起源的时间
推前了 100 万年。

图迈的意义不仅在时间上，还在空间上。在图迈
之前，由于露西等重要的早期人类化石都是在非洲东

部被发现的，法国著名古人类学家伊夫·科庞提出了
“东边故事”理论，认为人类起源于东非大峡谷以东。
而图迈出现于非洲中部乍得的沙漠之中，位置往大峡
谷以西移动了约 2500公里，打破了“东边故事”理论。

“图迈的发现说明了科学研究的进步，”康图桑
说，“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可能发现更古
老的人类。”

盲人摸象：祖先进化树尚未探清

站在 700 万年前的图迈，是我们现在能看见的
最早前辈，那他是我们的祖先吗？

普通民众可能会自然产生这样的想法。在乍得，
大多数人都知道图迈，并以此为傲。乍得民众阿布巴
卡尔·萨利赫说：“图迈是人类的祖先，而我们是图迈
的后代，这是莫大的荣幸。”

但在专家看来，人类祖先的进化树还远未探清。
吴秀杰说：“由于化石的稀少性，我们对古人类进化树
的研究还是盲人摸象。”

现在古人类学界“摸”出来的一个主流观点是早
期人类的“非洲起源”，这是因为目前发现的 200 万
年前的古人类化石都在非洲。“人类在非洲度过了很
长时间，”布吕内说，从极长的时间尺度看，“我们都
是非洲人，非洲之外，都是移民”。

不过对于时间更近的各地现代人如何起源，学术
界还存在争议。比如对于中国人的祖先，国际上有观
点认为，虽然这里有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和 77 万年
前的北京猿人，但这些古人类可能没有熬过冰河时
期，约 6 万年前又有一批古人类从非洲走出到达这
里。

但是，近来中国古人类学界发现了许多新的化
石证据，如距今 10 万年左右的许昌人、道县人、黄龙
洞人、崇左智人洞人等。这些新的化石证据对“中国
没有早于 6 万年的现代人”这个观点提出了有力挑
战。

吴秀杰说：“古人类各支的进化不是孤立、线性
的过程，而是复杂的树丛状过程。各支之间可能有混
合，有的分支可能后来灭亡了，又可能某处产生新的
分支。现在还没有探清人类进化树的主干和全貌。”

图迈是否就是今天我们现代人乃至具体到乍得
人的祖先，现在还说不清楚。吴秀杰说：“不过如果从
特别长的时间尺度看，可以说图迈和我们所有现代
人都是亲戚。” (参与记者：黄堃、邢建桥、乔本孝、
陈晨、杨骏、眭黎曦) 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700 万年前的“岔路口”，他走向人类这边

“图迈”是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不

仅与我们所有现代人都是亲戚，人类起源中

许多认知也都因他而改写

“古人类各支的进化不是孤立、线性的过

程，而是复杂的树丛状过程。”可是“由于化石

的稀少性，我们对古人类进化树的研究还是盲

人摸象”，虽然现在古人类学界“摸”出来的一个

主流观点是早期人类的“非洲起源”，但人类祖

先的进化树还远未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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