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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11885� �86621326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成都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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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
miumiu19890815

QQ号：2413397691

QQ号：847451695 85158028南
门
分
部 玉林南路90号QQ：563972797

房屋租售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声明·公告
●李庆荣身份证 (号：513425196�
506208343) 于2018年12月3日遗
失， 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
后果与本人无关，特此登报声明

公 告
由于公司业务拓展需要，公

司在西南地区已停止招商，现将
公司办公场地迁到厂房办公（
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为了更好的运营和服务客户，

专为老客户提供售后服务及货
源供应，望新老客户谅解，如有
需要请致电区域经理： 蔡经理：
18980958756� � � �高经理 ： 185
82887304� � �特此通知

成都鸣昕衣派服饰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5日

●成都铭旺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05346�
4603）开户行：中国建行成都第
八支行， 账号：51001488508051�
536197，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华区汉芳健身服务部营业
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8MA6CDKOR5D)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店 铺
●出租锦江区宏济上路126号商
铺222.23平方米。84340709李

非凡文明
玛雅被称为“美洲的希腊”

自19世纪中叶，美国探险家在中美洲的热带雨林中发现玛
雅古遗迹以来，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辉煌图景。玛雅文明诞
生于公元前10世纪，约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时期，公元4-9世纪进
入繁盛期，继而从繁盛日益走向衰落。

因其高超的文明成就，玛雅被称为“美洲的希腊”。玛雅人早
在公元前4至3世纪就建立了二十进位算数系统，并发明了“零”
的概念，直到1000多年以后，阿拉伯数字中才首次出现了数字

“0”；玛雅人算出地球公转一圈为365.2420天，比现代天文学测
定的365.24219天领先一千多年，除此之外，他们还准确地推算
出了月亮、金星的运行周期；卓尔金历是古代玛雅重要的历法之
一，以20个神明图像代表天数，0到12的13个数字代表月，不断
组合循环组成一年260天，竟与中国古代“天干地支”的组合方
式类似；玛雅金字塔的修建更是集合了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技术
和天文成就，台阶、朝向、角度均经过精密测算。时至今日，这些
成就仍与谜团并存。

首次揭秘
他们眼中“自然的力量”

呈现在层层迷雾之上的载体，是众多或造型奇特，或内涵深
邃的玛雅文物遗存。

古代玛雅人将宇宙、太阳、风雨、闪电以及生长于大地上的万
物等“超自然的力量”描绘成有形的物体，比如幻化成人形、动物
形或神灵，继而组建成他们眼中万物有灵、众神充溢的世界。在这
个世界中，人与神、神与动物、现世和死亡、观念和想象被玛雅人
重新建立联系并雕刻在石像上、绘制在壁画中，融汇于仪式里。

值得期待的是，在此次金沙遗址博物馆《玛雅的世界：洛杉
矶郡艺术博物馆藏古代玛雅艺术品》展览中，以大部分首次在中
国展出的文物构建出一个“玛雅人的世界”，观众可以伴随展品
和展览线索，看到玛雅人的独特想象力和宇宙观，认识他们眼中

“自然的力量”，或许这些展品将启发观众找到打开玛雅谜团的
钥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图片由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

戴着一副老式的透明眼镜，穿着红背心
和绿色的胶鞋，出现在《大江大河》中的宋运
辉骨瘦嶙峋，让人完全想不到，这是扮演过萧
景琰、明诚的王凯。在接拍《大江大河》之前，
导演孔笙曾这样“警告”王凯，这部剧中造型
要打破以往的形象，甚至很丑，小心掉粉。

12月10日，王凯、杨烁等主演，侯鸿亮担
任制片人，孔笙执导，致敬改革开放40年的
电视剧《大江大河》登陆东方卫视。

谈角色：宋运辉和我都有一股傻劲儿

《大江大河》主要讲述1978到1992年改
革开放期间，王凯饰演的宋运辉、杨烁扮演
的雷东宝为代表的先行者们在变革浪潮中
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

“宋是最底层的农村小青年，通过自己的

努力、奋斗、拼搏一步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其实跟我的经历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也是为
了自己的理想，曾经也敢闯，那会儿就像一个
没心没肺的傻子一样敢闯，也不知道能不能实
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了。”从
离开铁饭碗的新华书店工作，到考上中戏，王
凯认为，宋运辉身上的傻劲儿和自己很像。

谈表演：内心放干净，少年感就出来了

剧中的宋运辉年仅18岁，然而王凯已经36
岁了。不过，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提前看
片时发现，王凯演绎的18岁少年并不违和。“导
演跟我说不要去演年轻，因为一演反而不好
了。”导演孔笙告诉王凯，不要想太多，你把内心
放干净了，自然而然的清澈感和少年感就出来。

“1977 和 1978 年 正 好 是 我 父 母 年 轻

时，所以我问了他们年轻时候的生活、心
理状态，他们经历过什么？他们的感情生
活、爱情是什么样的？”王凯说，在和父母
讨论时，他甚至能看到父母说这段往事时
眼里的光。

从《北平无战事》、《伪装者》、《如果蜗牛
有爱情》到《大江大河》，在和侯鸿亮团队合
作多部作品后，默默无闻的王凯也成为圈内
炙手可热的演员。对于再次和侯鸿亮团队合
作，王凯感谢团队对自己的信任，“人生有这
样的导师、朋友，真的是太难得了。”

谈意义：告诉年轻人他们父辈的故事

《大江大河》是根据知名财经作家阿耐小
说《大江东去》改编，有意思的是，阿耐也是

《欢乐颂》的原作者。据悉，当时侯鸿亮去买

《大江东去》的版权时，顺道签约了《欢乐颂》
的版权，但没想到竟是《欢乐颂》先拍先火了。

“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间，一批
先行者们在变革浪潮中不断探索和突围的
人生故事。”对于《大江大河》的主题，制作人
侯鸿亮这样定义。虽然是一部致敬改革开放
40周年的主旋律电视剧，但该剧因为有一众
主演以及侯鸿亮团队的保障，成为不少人眼
中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剧。

王凯认为，这部戏最大的意义是可以告
诉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让他
们知道父辈是怎么走过来的，有多么不容
易，都是一代一代人拼搏出来的，“今天大家
生活很美好，但有没有想过他们怎么一路走
过来？怎样给我们创造这么美好的生活，这
是这部戏的意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大江大河》开播，王凯变身“拓荒者”

导演警告我：造型丑 小心掉粉

玛雅，世界上罕见的发源于热带雨林的重要文明，发展至
巅峰却又突然销声匿迹，留下了预言“世界末日”的历法、高超
的数学成就、神秘莫测的金字塔、体系繁杂的文字……发达的
文明成果与诡秘的仪式传统引发人们无尽的遐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12月18日，由成都金沙遗址博
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玛雅的世界：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藏古代玛雅艺术品》将在金沙遗址
博物馆开幕，展出美国西部最大的艺术博物馆——洛杉矶郡艺术博
物馆馆藏的214件（套）古代玛雅艺术精品，时代跨度近2000年，为观
众呈现出古代玛雅人的宇宙观念、宗教信仰、王权、艺术、社会与生活
等，其中大部分展品为首次在中国展出。作为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年度
大展，此次展览时间将从今年12月18日持续到明年3月17日。

大部分文物系首次在中国展出
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17日

时间跨度近2000年，214件古代玛雅艺术精品首展成都

揭开玛雅之谜
18日来金沙

玛雅文明
重点文物

看抢先

随着太阳从白昼到黑夜、
从天空到地下的往复运动，玛雅
人的太阳神通常有着不同的表
现形式，他们常被描绘成无身体
的头像或如统治者般端坐在宫
殿中的坐像。玛雅的许多统治者
都将自己比作太阳神。本件作鲨
鱼太阳神形，长着螺旋瞳孔，张
嘴漏出三角形鲨鱼齿。

太阳神形香炉
公元300-600年
出自危地马拉北部或墨
西哥东南部，玛雅文明
陶器，烧后施彩绘

1

雨、云、水池等水的各种形态以及与之
相关的雷、电、风暴等现象对于维持、平衡
人类的生活十分关键。因此，对于玛雅人来
说，与之相关的神灵就显得异常重要。恰克
是雨、风暴和闪电之神。本件为带盖祭碗，
恰克的上半身连接着四只野猪脚，扁平的
鼻子像天柱一样支撑着恰克。

考古发现中，一些玛雅重要
人物的墓地或石柱下面常见一
些形状各异且造型奇特的燧石，
有月牙形、十字形、蛇形、蝎子形
和人形等，其用途说法不一。不
同形状的燧石有着不同的含义。

借助酒精等物质产生迷幻
现象从而达到通神之目的，是人
类早期巫术活动中的惯用手法。
玛雅人将烈性烟草、龙舌兰酒、
蜂蜜、蘑菇、睡莲、仙人掌、曼陀
罗花和由树皮制成的“巴尔切”
等作为致幻剂，以求产生恍惚、
狂喜、净化等体验。除吸食外，玛
雅人还将致幻剂注入身体以便
尽快吸收。

本件内底有两
只大鸟。天神伊扎
姆·卡卡伊（又称伊
察姆纳）是居于天上
的古老创世神，是白
昼、黑夜和天空的主
宰、文字与书籍的发
明者、宗教历法的守
护神。伊扎姆·卡卡
伊的化身是大神鸟，
栖息在世界之树上，
即玛雅创世传说中
神圣的木棉树上。

口形燧石
公元600-900年
出自伯利兹、危地马拉、洪
都拉斯或墨西哥，玛雅文明

2

恰克和野猪纹四足陶罐
公元250-450年
出自危地马拉佩滕或墨西哥坎佩切，
玛雅文明

3

神话饮酒场景纹陶罐
公元600-900年
出自危地马拉佩滕，玛雅文明

4
5 神鸟纹三足盘

公元550-700年
出自墨西哥坎佩切或
尤卡坦，玛雅文明

94分钟
“空中120”将巴中脑梗患者
转院至华西医院

昨日14：40，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四
川大学华西校区足球场，等候在一旁的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待飞机
停稳后，第一时间冲上临时停机坪，将从
巴中市中心医院转院的脑梗患者转至救
护车，随即开往 500 米外的华西医院。

据了解，这是成都市主城区范围内，
地方通用航空公司与主要医疗卫生机构
合作后，开展的首例空中转运。这标志着，
川大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等大型卫
生医疗机构建立起了应急空中救援通道。

比地面交通节约3个多小时

13：06，巴中市中心医院，63岁的脑梗
患者被送上直升飞机，14：40，直升飞机在
飞行了 94 分钟后，按计划顺利降落在四
川大学华西校区的足球场内，此刻，现场
严阵以待的医护人员立即上前，对患者进
行转运，短短几分钟，患者被送上救护车，
开往华西医院急诊科。如果是经地面交通
运输方式运输，需要耗时5小时左右。“空
中 120”救援时间比地面交通方式节约 3
个多小时。

巴中市中心医院重症与急诊急救中
心杨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以前用救护
车运输病人，从巴中到华西医院大概需要
四五个小时，现在用飞机运输只需要1个
半小时左右，而且飞机上的心电监护、除
颤仪、吸氧设备等都是齐全的，避免病人
在转运途中出现更大的风险。”

我省已建成医用直升机停机坪35个

据了解，2018年，省卫健委正式启动
四川航空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与上海
金汇通用航空公司和四川西林凤腾通用
航空公司开展实质性合作。目前，全省有
28 家三级医疗机构、12 家急救中心与两
家通航公司建立应急合作机制，已开展航
空救援专业医护培训14次、培训人员490
人，成功开展各类航空医学救援任务 16
次，救治伤病员136人。

四川省人民医院在全川率先建立了城
市航空医学援助平台和航空医学救援联
盟，负责全省应急与日常状态危重症患者
转运收治工作，并首次在成都市三环内成
功开展直升机航空医学救援演练。全省已
建成医用直升机停机坪35个，其中成都中
心城区取得航空许可的二类通用停机坪1
个，三环路外围专用直升机停机坪1个，其
余33个临时起降点分布全省17个市（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七旬老人挖山药失联
深山搜救放狼烟让无人机定位

为了上山挖牛尾苕，乐山72岁的周大
爷在深山里失联。事发后，当地紧急组织上
百人参与救援。直到12月2日中午，救援人
员在一处半山陡崖处发现了已去世的周大
爷。随后，救援人员放狼烟让无人机定位，更
多救援人员赶到后将其遗体抬至了山下。

据马边县荍坝乡干部狄依宁介绍，11
月30日，该乡双河村四组72岁的村民周大
爷独自上山挖牛尾苕（一种山药的名字），
当天晚上6时30分许，周大爷最后一次给
他儿子打电话说，还在山上，但天快黑了他
的手机没电了，下不山了，之后便失去联
系。人命关天，荍坝乡和双河村两级对此高
度重视，当晚便联合派出所组织14人上山
搜救，直到第二天凌晨1时，但没有结果。

据狄依宁介绍，为了提高搜救效率，
救援人员动用2台无人机先后在3个区域
航寻至天黑，但依然没有发现周大爷的身
影。12月2日一早，马边县政府专职消防
队指导员张福志带着 4 名消防员赶到荍
坝，联合3个相邻村熟悉当地地形的热心
群众，共组织了62名乡村干部、热心党员
和村民分4条线上山，展开了新一轮的大
规模搜救，同时无人机继续航寻。

当天11 时42 分，其中一队地面搜救
人员终于在一半山陡崖处找到了失踪人
员周大爷，经判断其从 20 余米高陡崖上
摔落，已失去生命体征多时。“随后救援人
员通过放狼烟的方式，让天上的无人机对
该地点进行准确定位，另外3支救援队也
赶了过去。”狄依宁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经
过4个多小时奋战，周大爷的遗体于下午
4时被成功抬至山下，交给了死者家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