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央广作为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创新播电视总台创新
打造的重要精品打造的重要精品
项目之一项目之一，《，《国家国家
宝藏宝藏》》第一季以第一季以
前所前所未有的未有的““纪纪
录式综艺录式综艺””节目节目
模式模式，，创造性地创造性地
践行了践行了““让文物让文物
活起来活起来””的指示的指示
精神精神，，获得了社获得了社
会各界及海内外会各界及海内外
的热烈反响的热烈反响。。历历
经半年多的探索经半年多的探索
磨砺磨砺，，备受期待备受期待
的的《《国家宝藏国家宝藏》》
第二季于金秋时第二季于金秋时
节再次吹响持节再次吹响持续续
打造精品节目的打造精品节目的
号角号角。。

昨天昨天，，第二第二
季的九大博物馆季的九大博物馆
的的 2727 件国宝终件国宝终
于集体亮相于集体亮相，，不不
知道你猜中了几知道你猜中了几
件件？？这些国宝又这些国宝又
将带来哪些精彩将带来哪些精彩
的前世传奇和动的前世传奇和动
人的今生故事人的今生故事？？
《《国家宝藏国家宝藏》》第二第二
季继续由央视和季继续由央视和
故宫博物院两大故宫博物院两大
文 化 体 强 强 联文 化 体 强 强 联
手手，，四川博物院四川博物院
等博物馆将从第等博物馆将从第
一季的八大博物一季的八大博物
馆馆（（院院））手中接过手中接过
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故事、、
让国宝活起来的让国宝活起来的
接力棒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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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彬(身份证号：51010519860�
1213313)的机动车驾驶证遗失。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高收空调桌椅等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声明·公告
●刘静身份证号51132419940906
6929遗失，声明作废

●顺庆区晴帆园艺场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511302600�
405684)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市盛兴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备案编号：川蓉食药监械经营
备20160780号，遗失声明作废。
●青羊区茗竹轩茶室遗失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510103
19661029191X01，声明作废

进入今年下半年进入今年下半年，，已经已经5757岁的陈冲在岁的陈冲在
观众面前观众面前““忙碌忙碌””了起来了起来：《：《如懿传如懿传》》开播开播；；上上
周周《《末代皇帝末代皇帝》》导演贝托鲁奇逝世导演贝托鲁奇逝世，，她的悼她的悼
念微博又上了热搜念微博又上了热搜；；她执导的她执导的《《英格力士英格力士》》
更是被无数影迷加入了明年最期待的影片更是被无数影迷加入了明年最期待的影片
片单中片单中；；近日近日，，她又参与了央视中文国际频她又参与了央视中文国际频
道道《《世界听我说世界听我说》》的录制的录制，，担任特约观担任特约观察员察员。。

昨日昨日，，陈冲接受了成都商报陈冲接受了成都商报--红星红星新闻新闻
记者采访记者采访，，讲述了自己当年选择出国留学讲述了自己当年选择出国留学
的原因的原因，“，“当时改革开放当时改革开放，，每个人自身也需每个人自身也需
要学习成长要学习成长。。到了国外以后到了国外以后，，我也慢慢学习我也慢慢学习
和认识世界的宽度和认识世界的宽度。”。”

据 成 都 商
报 - 红 星 新 闻
记者从四川博
物院方面获得
的 消 息 ，这 三
件/套 入 选 文
物都不是频频
露脸的“网红”
文 物 ，但 它 们
都 不 简 单 。简
而 言 之 ，每 件
文物都是历史
的 叙 述 者 ，故
事的经历者和
社会变迁的见
证 者 ，在 它 们
的背后承载着
极具四川特色
的深厚文化底
蕴。

◆东汉制盐画
像砖

长 46.6 厘
米 ，宽 36.6 厘
米，高5厘米。近
正方形，模制。
图为制盐场景，
在起伏的山峦
间，左边是一高
大井架，四人在
吸卤，有槽将盐
卤引入右下角
的灶锅内，有三
人在灶旁操作，
山间另有五人
在背柴和狩猎。

之前文博迷都留意到“国
宝大预测”中，其中一件文物
的关键词是“声”，很多公众猜
测是川博馆藏的唐代古琴、战
国铜编钟等。当答案公布后，
有的观众调侃这个关键词真
的是很贴切。

在手抄本和木刻本出现之
前，《格萨尔》这部伟大的英雄
史诗，主要依靠民间艺人的说
唱而得到广泛的流传。为了加
强说唱时的效果，加深对听众
的艺术感染力，一些聪明的民
间艺人就以格萨尔为题材来进
行表演。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
套格萨尔唐卡，是迄今保存下
来的为数不多的“仲唐”中的精
品。“仲唐”就是指画有格萨尔
王故事的唐卡，题材主要源自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

据四川博物院提供的学术

资料显示，首先，这是一套完整
的系列绘画，共有11幅，稀世罕
见。其次，这 11 幅唐卡内容丰
富，描绘了藏族史诗英雄格萨尔
波澜壮阔的一生，从他在天界到
降生人间，从诞生后七天的功业
到十三岁赛马称王，从征服魔
地、霍尔等地到地狱救妻、返回
天界，数百个故事场景被巧妙地
安排在这一套唐卡中。更难能可
贵的是，每幅画面都有详细的题
记，对画面进行解说，对正确辨
识画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四川博物院珍藏的这套唐
卡绘制精美，构图巧妙，色彩细
腻，堪称精品。因此，无论是绘画
内容还是绘画技法，这 11 幅格
萨尔唐卡均属上乘之作，国内国
际领域都十分罕见，不仅具有重
要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还具
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国家宝藏》第二季文物昨日官宣
川博三件“国宝”齐亮相
你们猜对了吗？它们是格萨尔唐卡、蜀石经、东汉制盐画像砖

张 大 千 书
画、汉代说唱俑、
战国水陆攻战纹
铜壶、南北朝佛
教造像、玉大带、
宋徽宗的腊梅双
禽图、摇钱树、蜀
绣……都成了公
众猜测川博入选
的热门文物。

据央视方面
的“官宣”，清代
格萨尔唐卡（11
幅）；蜀石经 6
块，包括五代周
易蜀石经、五代
蜀“禹贡”石经、
五代后蜀石经、
五代后蜀残易经
石经、五代后蜀
残石经、五代残
蜀石经；东汉制
盐画像砖，1 块
……这些“国宝”
终于走到了《国
家宝藏》第二季
的聚光灯下。

入选文物
大预测

川博入选川博入选““国宝国宝””

三宗“最”

这三件/套“国宝”对公众来说是
最神秘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展厅
向公众长期展出过。伴着的这三件/套

“国宝”的亮相，很多公众发出疑问，它
们是怎么入选的？进入导演组的“法
眼”，需要哪些特质？

◆清格萨尔画传之（六）——世界雄
狮大王唐卡

通幅尺寸：长 153 厘米，宽 74 厘
米；画心尺寸：长83.5厘米，宽59厘米。

布本设色，中央主尊为世界雄狮
大王格萨尔，他赛马夺魁后成为岭国
国王，岭国僧众献上哈达庆贺。称王
后的格萨尔为武士形象，头戴战盔，
身穿蓝色铠甲，右手执饰旗帜的竖
矛，左手放于耳边作吟唱状，腰系箭
囊，骑在一匹棕色马上。上方三尊依
次为绿度母、密智空行母、白度母。画
面四周绘《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称
王前的准备、赛马称王、魔岭大战等
故事情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昨日从央视导演组获悉，四川博
物院参与拍摄的三件国宝，打破
了一件文物一位或两位国宝守
护人的常态，川博其中有一件国
宝级的文物由三位国宝守护人
共同守护，所以川博的 3 件“国
宝”守护人就达 5 位之多，达到

了守护人人数之最。至于是哪一
件国宝，目前节目组并未透露。

据悉，《国家宝藏》第二季，
由央视综艺频道12月9日起每
周日19：30播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图片由四川博物院提供

最神秘的“国宝”

最会说话的“国宝”

“国宝”守护人最多

从当红演员到沉寂的保姆，从留学到当导演

57岁的陈冲步履不停
留学留学 //
从明星到打工妹
她坦然处之

《世界听我说》是一档讲
述华人在海外奋斗故事的节
目。节目旨在通过讲述华人故
事，让世界听到有广度、高度、
深度、温度的华人声音。节目
中，陈冲作为特约观察者，也
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陈冲成名很早。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由陈冲、唐国强、刘
晓庆主演的电影《小花》成就
了一代人的记忆，也让陈冲红
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了中
国百花奖最年轻的影后。在事
业迎来高峰时，1981 年，她赴
美留学，离开了电影行业，开
始了充满未知的生活。

“当时改革开放，每个人
自身也需要学习成长。到了美
国以后，我也慢慢学习和认识
世界的宽度。尤其是在当年，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了解自
己世界以外的人、事、其他人
的世界观，我觉得很重要。”然
而，美国生活并不容易，陈冲
需要尽可能多地打工赚钱。洗
盘子，当保姆，做图书管理员
……从明星到打工妹，很多人
都会有落差。但陈冲却坦然处
之，“我特别欣慰的是，我成长
在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我知
道我不会永远属于这个地方，
所以我即使刷厕所也要比别
人刷得干净，干净得可以在里
面洗脸。”

悼念悼念 //
贝托鲁奇去世
“我记得我们之间的一切”

“我相信故事的力量。通过故
事我们能够真正互相了解，了解
不同的文化、了解在这个不同文
化当中每个人的经历。”说到选
择 参 加《世 界 听 我 说》，陈 冲 认
为，这档节目最大的价值在于传
递 文 化 ，讲 述 海 外 华 人 的 奋 斗
史。“每一个海外华人都是中国
的文化大使，能够让世界更了解
中国、了解中国文化，能够让世
界更接近中国。”

在陈冲的代表作中，《末代皇
帝》是不得不提的作品，剧中她将
末代皇后婉容的爱和恨，演绎得淋
漓尽致。《末代皇帝》一举拿下9个
奥斯卡奖，成为银幕经典。今年11
月26日，贝托鲁奇去世，陈冲动情
地写到：“他有着高贵
的审美。”“很久都没
有想到他了，今天发
现我记得我们之间的
一切。”

回忆这部作品，
陈冲说，中国有很多
丰富的故事，应该挖
掘出来跟陌生国度的
人一起分享，就像《末
代皇帝》，当年中国刚
刚改革开放，有这样
一部电影，得到广泛
的关注，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的一段历史，
让全世界的人对中国
有了一种新的兴趣。

新片新片 //
首次执导
前后历时两年多

作为一名电影人，陈冲始
终在关注中国电影的成长。在
陈冲看来，国内电影的拍摄手
法、创意、内容等方面越来越
好，这种兴旺很让人鼓舞，“我
希望中国电影是一个向世界
讲 故 事 的 平 台 。能 够 特 别 真
实 ，从 各 方 面 来 讲 述 我 们 是
谁？我们在经历什么？我们的
梦想是什么？”

此前，陈冲首次执导，袁
泉、王志文主演的电影《英格
力士》拍摄完毕，预计明年上
映，这部作品也成为不少人的
期待。陈冲表示，《英格力士》
从接到工作、写完剧本，以及
做完后期，花了差不多两年多

的时间。“现在就是想稍微停
一停，观察一下，寻找下一个
对我来说会有意义的故事。同
时我也在看大量的作品，想寻
找一个视角。拍电影本身是一
个非常艰难的工作，也是非常
快乐的一个工作，但是（需要）
很多钱、很多人、很多力。所以
为什么你要去拍，你要有一个
必须拍的道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图片由节
目组提供

杂技、曲艺、川剧……
12月4日至10日
一大波精彩演出

走进基层
12月3日，值“12.5国际

志愿者日”来临之际，成都
文联2018文艺志愿公益典
礼暨天府文艺名家“六进”
启动仪式，在成都电视台
大演播厅举办，揭开天府
文艺名家“六进”活动的帷
幕，12月4日-12月10日，天
府文艺名家将连续呈现杂
技、曲艺、川剧、古琴、朗诵
专场演出。

启动仪式上，举办了成
都文艺志愿者之歌《快乐分
享》MV的首发式，推出由著
名作曲家敖昌群作曲，青年
歌唱家、作曲家赵迎演唱的
新歌《成都是我家》。

文艺志愿者们进行了精
彩的文艺演出。彭州市隆丰
镇小学少儿川剧团带来了由
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二度

“梅花奖”获得者刘芸编排的
川剧戏歌《我是川剧小戏
迷》，风格活泼俏皮，唱念做
打有板有眼样样皆佳。随后，
刘芸演绎了《天彭牡丹赞》，
唱腔凤鸣清声，身段翩若惊
鸿，宛若游龙。

随后，二度“梅花奖”获
得者、成都市剧协主席陈巧
茹演绎川剧《春夜喜雨》，唱
腔轻灵甜润，身段妙曼绰
约。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
者、成都市曲艺家协会副主
席田临平带来了四川清音
经典曲目《小放风筝》，音色
甜美，行腔轻柔婉转，生动
演绎姐妹踏青的情景。成都
市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成
都盐道街小学通桂校区的
小演员们表演《说唱弟子
规》，充满童真童趣，寓教于
乐。最后，成都市音乐家协
会副主席、首届“金钟奖”获
得者马薇的演唱大气醇厚，
音域宽广、嗓音通透清亮，
倾情演绎成都文艺志愿者
之歌《快乐分享》，再次掀起
全场高潮。启动仪式在全体
参演文艺志愿者的合唱《快
乐分享》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据悉，12月4日至10日，
成都市文联、成都文艺志愿
者协会将启动“服务人民
——文艺小分队走基层演
出”暨成都文联2018天府文
艺名家“六进”活动，届时著
名古琴演奏家戴茹等将在
武侯区玉林社区院子创意
园演奏古琴，杨屹魔术工作
室、熊家班艺术团等机构将
在双流区黄龙溪表演杂技，
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巧
茹、蔡少波等将在成华区和
美梦想剧场表演川剧，国家
一级演员任平、马薇等将在
龙泉驿区汽车城表演曲艺，
陈岳等知名艺术家将在成
都大学开展国学经典诵读
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陈谋

后
蜀
残
石
经

格萨尔唐卡

制盐画像砖

◆五代后蜀残石经

残长40厘米，残宽21.5厘米，高
7 厘米。双面刻《诗经》。一面是《周
颂》10行，包括《酌一章九句之末句》、

《桓一章九句》、《责一章九句》之题
名。有经文大字51，注文小字144。另
一面《鲁颂》10行，包括《驹之什首章
至三章》，共有经文大字59，注文小字
110。此石在残石中最大，字亦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