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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 农历二月初二，民
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天
文专家表示， 这一说法与古代天
文学有关，“龙抬头” 指的是二十
八宿中的角宿（象征“龙角”）从东
方地平线上出现。

天文教育专家、 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 中国古代
为了认识星辰、 观测天象和判断
季节，把天球赤道和黄道一带（即
月球和太阳视运动的天区部分）
的若干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组，
称为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每七宿
组成一象，共分四象，也就是：东
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由
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 天空的星
象也随着季节转换。 每到冬春之
交的傍晚，苍龙显现；春夏之交，
玄武升起；夏秋之交，白虎露头；
秋冬之交，朱雀上升。

东苍龙包括角、亢、氐、房、
心、尾、箕七宿，“在冬季，‘苍龙七
宿’隐没在地平线下，黄昏以后也
看不见它们。 每到农历二月初以
后，黄昏时，角宿就从东方地平线
上出现。 这时整个苍龙的身子仍
隐没在地平线以下， 只有角宿初
露，故称‘龙抬头’。”赵之珩说。

天上“龙抬头”的同时，春天
也慢慢来到了人间，土壤解冻，春
风化雨，大地返青，全国的春耕生
产由南向北渐次展开，因此，二月
二又被称为“春耕节”“农事节”
“春龙节”，是汉族民间传统节日。
这一天， 非常重要的一项习俗活
动是理发，亦称“剃龙头”，有鸿运
当头之意。 ■据新华社

记者3月12日从教育部获
悉，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
要求进一步做好第二学士学位
教育有关工作。根据通知，为规
范第二学士学位考试招生工作，
教育部将建设“全国普通高校第
二学士学位招生信息平台”，高
校在平台发布招生简章，开展政
策宣传、进行录取名单公示等。

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根据
学校发展规划和办学条件合理确
定第二学士学位教育规模， 充分
发挥高等教育资源优势， 加快培
养社会紧缺人才， 大力培养复合
型人才，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
稳定就业、增强学生就业能力提供
有力支持。 要结合社会用人需要、

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和学校实际办
学条件， 系统化推进专业设置、招
生、培养、就业等各个环节工作。

“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计划在
国家普通本科总规模内单列下
达，重点向上一年度计划执行情
况较好的高校、国家急需紧缺学
科专业领域倾斜。”通知指出，教
育部支持高校在重点领域和依
托“双一流”建设学科、优势特色
学科、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合理申请增设第二学士学位
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工作纳
入有关高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统一管理，招生范围、报考条件
和考试招生办法由高校自主确
定。 ■据新华社

记者3月12日从教育部获
悉，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
知， 部署在今年3月开展春季学
期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通
知要求， 切实加强手机管理，各
地和学校确保中小学生手机有
限带入校园、 禁止带入课堂。家
长要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督
促管理，引导孩子科学理性对待
并合理使用手机。

据了解，本次宣传教育月活
动主题为“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
睛，给他们一个光明的未来”，旨
在进一步加强学校健康教育，推
动各地和学校全面落实《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营造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氛围。

通知要求，各地和学校应围

绕提高爱眼护眼意识、加强近视
监测干预、 改进学校日常管理、
加强手机管理、有效带动家长参
与、宣传有益经验做法等六方面
活动内容，利用春季学期开学有
针对性地部署开展近视防控宣
传教育月活动。

在加强手机管理方面，各地
和学校应落实关于加强中小学
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确保手
机有限带入校园、 禁止带入课
堂；家长要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
的督促管理，引导孩子科学理性
对待并合理使用手机；同时做好
作业、睡眠、读物、体质等管理，
引导中小学生注重保护视力，促
进身心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3月12日凌晨，长征七号改
遥二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点火升空， 成功将试验
九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长征
七号改运载火箭又被简称为
“长七改”火箭，时隔300多天再
度归来， 这位长征运载火箭家
族的新成员终于正式入列，将
填补我国运载火箭高轨轨道运
载能力的空白。

“长七改”比长征七号
多了一身“好技艺”

“长七改”火箭全箭长60.1
米， 是在长征七号火箭的基础
上改进研制而来， 比长征七号
长了7米，这也使其外形看起来
既修长又挺拔。

长征七号火箭能满足近地
轨道货运飞船发射要求， 但如
果要将卫星送入近地点200千
米、远地点36000千米的地球同
步转移轨道， 它的运载能力就
不到4吨。“长七改” 在研制时，
增加了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的
氢氧三子级模块， 使它具备了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7
吨的基础， 同时具备零倾角轨
道、奔月轨道等高轨发射能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长七改”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
魏远明介绍，“长七改” 火箭在
充分继承长征七号、 长征三号
甲系列火箭成熟模块的基础
上，有多项关键技术创新。

据统计， 世界上导致火箭
飞行失利的原因中， 动力系统
故障占到了将近一半。“长七
改” 采用了适应典型故障模式
的制导控制技术， 火箭会根据

位置、速度等信息，自行规划一
条最优的路径去飞行， 更加智
能。

此外，“长七改” 火箭通过
技术创新， 能减少一套分离机
构， 大幅降低了分离系统的复
杂性， 提升了火箭的可靠性和
经济性。

“长七改”后续
将承担众多国家重大任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长七改”火箭副总设计师马忠
辉介绍， 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
的绿色环保火箭“长七改”，是
新一代运载火箭的主力火箭之
一， 其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航
天中型运载火箭升级换代。

据悉，“长七改” 火箭能满
足中大型高轨卫星高密度发射
需求，未来在36000千米的地球
同步轨道上，将和具备5.5吨运
载能力的长征三号甲系列火
箭、 具备14吨运载能力的长征
五号火箭一起，形成更加优化、
合理的能力布局， 大力提升中
国航天进入空间的能力。“长七
改” 火箭后续将逐步成为我国
中型高轨火箭的一个基本型，
承担一系列国家重大任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长七改” 火箭总指挥孟刚表
示， 根据目前任务安排，“长七
改” 火箭在2025年前将每年执
行3到5次发射任务， 后续还将
根据任务需求升级， 发射零度
轨道倾角卫星以及执行探月、
探火和小行星探测等深空探测
任务的发射。

■据新华社

针对下周将举行中美高层
战略对话有关问题，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3月12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希望通过对话，双方
能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聚焦
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白宫发言人在谈及中美高层
战略对话时称，这将是场艰难的
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计划
向中方提及涉疆、 涉港等问题。
中方有何评论？

“昨天我们已经发布了中美
将于近期举行高层战略对话的
消息。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系
美方提议。这是中美元首除夕通
话后首次高层接触，也是美国新
政府执政以来中美首次面对面
会晤。我们希望通过对话，双方
能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聚焦
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赵立坚说。

“此次战略对话具体议题有
待双方商定。我们希望双方能就
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对话，中方

也将表明我们的立场。双方应准
确把握彼此政策意图，增进相互
了解，管控分歧问题，推动中美
关系重回正轨。”他说。

赵立坚说， 中方在涉疆、涉
港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
的。中方多次说过，新疆地区的
大门始终敞开。近年来已有100
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外交官、
国际组织官员、记者、宗教人士
等访疆。他们通过实地访问了解
到新疆的真实情况，认为自己在
新疆的所见所闻同一些西方媒
体的报道和政客的指责完全不
一样。“我们欢迎任何不带偏见
的外国人士访疆，通过亲身经历
更好地了解新疆。在事实和真相
面前，国际反华势力炮制的各种
反华谎言和虚假信息都将不攻
自破。”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
权干涉。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插手
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
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
方将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他说。 ■据新华社

“长七改”霸气归来！更苗条的“高轨新兵”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达7吨 2025年前的“快递”任务已排满

中美下周重启高层战略对话
外交部：具体议题有待双方商定，望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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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重申中小学生禁带手机入课堂

鸿运当头“二月二”
专家详解“龙抬头”

这些学科优先！
高校第二学士学位招生有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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