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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余件文物入藏抗战馆
空军飞行记录簿和抗大布质毕业证书填补馆藏空白
昨天上午，“纪念抗战胜利 72 周年抗战文物及音乐作品捐赠仪式” 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举行，70 余件文物入藏抗战馆。 其中，中国飞行员抗战期间的飞行记录
簿为首次入藏，记录了轰炸敌人仓库和工厂的情况，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物资料。
■海亮聊天

两月获捐 70 余件文物

据抗战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 7月初《全民抗战 伟大
壮举——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0周年主题展》 开展以来，陆
续收到全国 各 地 的 收 藏 爱 好
者、抗战老兵及后代的捐赠意
向达几十个，其中包括此次捐
赠的晋绥军区第 6军分区发给
战士李有福回乡养病的护照和

路条；抗大第 2分校第 1期第 3
大队第 13队学员张魁 （奎）的
毕业证书；1944年新四军 4师
10旅政治部主任高农斧烈士的
相关档案。
还有国民革命军第 29军
老兵赵景文生前使用过的藤编
手提箱，新编第 6军炮兵指挥
组山炮 2营 6连排长赵云峰使

用过的美式军用蚊帐及收缴的
日军盖炮用苫布；中国空军第 8
航空大队航空队员祁心诚的飞
行记录簿及国民党空军军徽；
被掳赴日劳工李占奎在日本北
海道井华（住友）矿业株式会社
赤平矿业所使用的铝盆；敌后
抗日根据地使用的课本等，共
计 70余件。

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
自己的一切！”
另一件珍贵文物，是中国空
军第 8航空大队航空队员祁心
诚的飞行记录簿，记录了祁心
诚 93次的飞行情况。其中仅
1943年 11月 12日至 27日，就
参加战斗 12次。飞行簿中还明
确记录了 1944年 2月飞行员

两次驾驶 B-25轰炸机轰炸敌
仓库和工厂的情况。一条条飞
行记录真实再现了在国家、民
族危亡之际，中国飞行员搏击
蓝天，英勇抗战，在广阔长空捍
卫国家与民 族 尊 严 的 历 史 史
实。此中国空军飞行记录簿较
为少见，为抗战馆首次入藏，填
补了此类藏品的空白。

曲》和《致敬英雄曲》是继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音乐《安魂
曲》后，他以战争、和平、历史、民
族、国家等为背景题材而创作的
又一系列作品。
抗战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活动是抗战馆为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2周年举行的系列活
动之一，旨在引导社会各界更
多关注抗战文物保护事业，积
极参与抗战文物及史料的捐赠
工作。希望通过更好地保护文
物、研究文物、展示文物进而弘
扬抗战精神。

两件文物填补馆藏空白

抗战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此次捐赠文物中，1939年抗大
第 2分校颁发给第 1期第 3大
队第 13队学员张魁（奎）的布
质毕业证书，为抗战馆入藏的
首个布质证书。由于时间久远，
右半部部分内容缺失，但左半
部毛泽东题词清晰可见，“ 勇
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
音乐人捐献抗战作品

在捐赠仪式上，音乐人敏群
还将自己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创作制作的乐曲《二战胜利
进行曲》和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
发 80周年创作的乐曲《致敬英
雄曲》捐赠给抗战馆。
据敏群介绍，《二战胜利进行

北京晨报记者 王歧丰

本市开展污染源执法检查
空气质量预计 5 日好转
北京晨报讯（记者 吴婷婷）

周末迎来重污染令人很不愉悦，
不过好在从昨天下午开始随着
周边地区扩散条件转好，加之下
午风力加大，污染物浓度显著下
降。为应对重污染，昨天起本市
连续开展固定源和移动源执法。
市环保监测中心介绍，从昨
天下午开始，随着周边地区受中
层冷区影响扩散条件转好，加之
下午风力加大、相对湿度降低、
混合层高度增大，本市 PM2.5
浓度水平有较明显的下降，到下
午 5时左右大部分地区已达到
优良水平。
市环保监测中心预测，今
天，本市仍维持弱气压的不利气
■相关新闻

象条件，但由于 2日起始浓度的
降低，加之区域中层冷中心继续
北移，持续偏西南风，预计本市
空气质量为 3级轻度污染。4日
转为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较
不利，预计空气质量为 4级中度
污染；5日受降水及北风影响，预
计有明显改善，空气质量转好至
2级良。6日污染物扩散条件有
利，预计 2级良。
为了应对本轮污染过程，
本市已于昨天启动污染防治执
法检查。东城区、朝阳区环保局
开展全时执法，对辖区内施工
工地进行检查，未发现环境违法
行为。
市环境监察总队对开发区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进行检
查，该公司安装有两套等离子光
氧催化和一套活性炭吸附 +催
化燃烧废气净化设施，正常使
用。废机油桶等危险废物处理符
合规范。
昨晚，市机动车排放管理
中心赴房山区进京口开展执
法。移动源检查方面，今天，环
保部门将去延庆对过境重型柴
油车进行执法检查；明天，环
保、交管部门将在昌平对货车
进行专项整治。固定源检查方
面，今天，环保部门将在丰台展
开固定源执法检查；明天，市环
境监察总队将在怀柔展开打击
“散乱污”专项执法检查。

两部门联合检查施工工地

施，城管队员当场向 3家施工单位
昨天下午，朝阳城 负责人开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管崔各庄执法队联合区环保监察 《谈话通知书》，现场责令施工单位
部门对大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内 立即将施工现场裸露土方进行覆
的施工工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盖，并洒水降尘。执法人员在检查
执法人员共检查 9家施工工 的同时，城管队员还对施工单位进
地，在检查中发现有 3家施工工 行了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的宣传，要
地现场土方裸露，未采取苫盖措 求各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要做到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于江）

雾和霾 又冒头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王
海亮）

秋未至，雾和霾先至。
盛夏的落幕、秋冬季节的姗
姗临近提醒我们，京城又将
进入雾与霾的多发季。最近
三天，京城污染扩散条件都
不佳，易感人群外出要做好
防护。
前段时间怀拥碧空白云
的畅美日子一去不复返，这些
天能见度都不怎么好，空气也
不那么清新舒爽了。尤其夜
里到清晨，雾气总淡淡缭绕。
昨晨，京城南部地区能见度不
足 1公里；到午后随着南风
加大，能见度和扩散条件才算
有所好转。
北京市气象台专家分析，
北京近期天空云层厚、近地面
空气湿度大，大部分时间里风

力小，这就导致了四个
字——
—大气静稳。经历过一个
热辣的夏天，我们对“静稳”这
个词已经有些许陌生了，但秋
冬季节一来，这个词汇又会频
繁出现在大家面前。
随着污染扩散条件转
差，雾和霾莅临京城，预计近
三天京城污染扩散条件都不
佳。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依然
是云层厚遮的一天，从昨天
后半夜到今晨，能见度比较
差，有雾或轻雾，南部一些地
方能见度不足 1公里，今天
中午到午后将好转。说到雾
霾，又要盼冷空气了，市气象
台预计到下周二会有明显冷
空气影响京城，带来一场小
雨，雨后能见度将好转，雾霾
离去。

开学秋游因素叠加
学区景区周边难走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黄晓

下周各中小学都已进入新
学期，昨天市交管部门表示，
下周学校周边早高峰压力较
大，尤其是周一早高峰拥堵情
况将最为严重，东部、西部城
区和北二环也将出现拥堵情
况。此外进入秋季，市民出游
将有所增多，周末期间市区部
分景点周边道路以及北部多
条高速公路将出现车流集中
的情况。
交管部门结合近年交通
运行数据和高德地图等的大
数据分析指出，下周北京四
中、三十九中、八中、广渠门中
学、汇文中学等学校以及中关
村、丰台等校园集中的学区周
边道路交通压力将尤为突出。
早高峰时间也将提前到 6时
30分左右，7时至 7时 30分
为学区周边交通压力最大的
时段。
早高峰期间，东三环南
路、崇文门外大街、德胜门外
大街、东四环南路、西直门北
大街等路段易发生拥堵，尾号
宇）

4和 9限行的周三早高峰交
通压力将最为突出。
晚高峰期间，东三环北
路、北三环中路、东三环中路、
远通桥、学院路区域等易发生
拥堵，尾号 4和 9限行的周
三和周五晚高峰的交通压力
最为突出。
另据预测，周五晚高峰
期间，东部城区二环、三环、
四环，北二环、西直门外大
街，西二环、西三环等道路也
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交
管部门建议市民错开高峰时
段和路段出行，或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
伴随着季节转换，温度
逐渐适宜，周末期间市民出
游赏秋活动将有所增多，预
计香山、钓鱼台银杏大道、
景山公园、北京植物园等景
点将逐渐成为周末出行热
门目的地。此外，连接北部
郊区景点的京藏、京承、京
新等高速公路将出现周六
上午出京、周日下午进京的
潮汐式车流高峰。

■幸运晨告

工地沙土 100％覆盖、工地路面
100％硬化、出工地车辆 100％冲
洗车轮、拆迁 100％洒水压尘、暂
不开发处 100％绿化。
下一步，崔各庄执法队将联
合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对辖区施工
工地的查处检查力度，防止施工
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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