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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
电 12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北京向“2021从都国际
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
人类正经历罕见的多重危
机。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

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坚持
开放包容、协商合作，坚持和
维护多边主义，积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同舟共济，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
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

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
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要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 紧转02版

习近平向“2021从都国际论坛”
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12月5日下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2021年度社教活动“拨云见日——成都考
古社教行”的第二场活动——“走进考古
现场·新川古墓群”成功举办。

35位通过“成都考古”微信公众号报
名成功的市民，跟随考古领队左志强来到
了位于成都市高新区的新川考古工作站，
一起探秘挖出半部“四川通史”的新川古
墓群，亲眼见证了传说中的“白金三品”龙
币，并参观考古专业人员制作汉砖拓片。

这也是新川古墓群自去年公布了考
古挖掘研究成果之后，首次向公众开放。

从战国延续至明代
这片古墓中藏着半部“四川通史”

2020年5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
布了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5年来的考古成
果：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发现了从战
国至明代的千余座墓葬，时间跨度2000多
年，其间没有大的时代断层，串起半部埋
于地下的“四川通史”。

转眼一年半过去，这处轰动一时的古墓
群，后续整理与研究工作进行得怎么样？昨日
下午1点多，35位市民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研究员左志强的带领下，走进考古现场。

左志强向大家介绍：2015年3月~2020
年5月，为配合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的建
设，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在1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开展了
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这些古代墓
葬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瓷、铜、铁、玻
璃、石质等不同材质文物。其中以战国末
期“郫”戈、西汉时期带外文字母的“龙纹
铅饼”、新莽时期错金“一刀平五千”钱币
等文物，尤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市民亲眼目睹
传说中的“白金三品”龙币

随后，左志强带着市民们在文物标本
陈列室对文物标本及画像石棺，做了一系
列近距离观察，并由“文物医生”给大家讲
解这些出土的碎片是如何逐步通过科学
手段恢复到高度接近当初成品状态的修
复过程。观众们对带有外文字母的“龙纹
铅饼”普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汉代
铸造的货币为何会出现外文字母呢？

左志强告诉大家，据考古人员推测，这
件“铅饼”应是“白金三品”之一的龙币。他同
时提到，历史上汉武帝发行“白金三品”，其实
是在连年征战、开疆拓土、国家财政面临困窘
时的选择，更像是一种巨额“虚币”，也引起了
民间大规模的盗铸。“新川创新科技园发现的
实物含铅量较高，因此命名为‘龙纹铅饼’，可
能是民间盗铸时加了铅所致。这种巨额虚币
最终只流通了5年就淡出历史舞台。”

随后，左志强又带大家来到了工作站附
近的新川古墓群考古发掘现场。

“墓葬是人类文明史较为特别的一种
存在，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遗存的集大成，
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映，既关乎生，也关
乎死，从这个角度上说，人类墓葬史也是一
部人类生死观的文明史。”左志强总结说。

据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21年度
的社教活动接下来还有两场即将举办，感
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成都考古”微信公众
号，届时仍会有免费参与的宝贵名额放出。

12月5日，在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到来之
际，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志愿者部联合共青团
成都市委共同开展“大运心飞Young·青年I
志愿”成都青年志愿服务嘉年华暨成都大运
会城市志愿服务“V”笑行动发布活动。

“V”笑行动共谱城市华章

为了进一步落实成都大运会惠民行动
计划，激发百万青年志愿者热情，围绕成都
大运会筹备及城市文明建设，成都大运会
执委会志愿者部、共青团成都市委共同发
布了成都大运会城市志愿服务“V”笑行
动，从Volunteer（代表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精

神）、Virtue（代表美德与善和、充满正义）、
Value（代表正确的价值观和相互的尊重与
重视）、Variety（代表参与者和实施项目的
多样性）、Vigor（代表充满活力和无限激
情）提取核心精神内涵，首批推出了文明、
法制、社区、教育、交通、环保、文旅、健康、
体育、公益十大领域示范项目。

据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志愿者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成都大运会城市志愿服务“V”笑行动
的实施，将有力整合全市志愿服务队伍力量，
推动提升成都大运会氛围营造与成都大运会
志愿服务惠民实效，持续扩大成都大运会城
市志愿服务的辐射度和影响力。在推进社会
治理创新，城市文化软实力和人文素养提升，

新时代、新天府的市民新形象以及城市志愿
服务水平提高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百万青年志愿者共迎大运

自成都大运会启动筹备以来，成都青
年志愿者全员动员，积极参与到大运会服
务中来，截至目前，注册人数已突破100万。

“100万”，不仅展现了成都青年心系大运的
时代风采，彰显了志愿者参与大运会的激
情活力，也将为成都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增光添彩。成都大运会城市志愿服务

“V”笑行动启动后，100万成都青年志愿者
将踊跃参与成都大运会城市志愿服务系列

活动，在志愿服务实践中传递城市温度、展
示青春风采、讲好大运故事。

据悉，成都大运会志愿者昵称、形象标
识及口号已正式发布，标志着“小青椒”昵
称及配套形象标识、口号正式成为成都大
运会志愿者专属“IP”。本次活动采用了动
画视频介绍成都大运会志愿者昵称、形象
标识及口号评选过程及设计理念，进一步
提升大运会志愿服务辨识度和影响力。活
动还邀请到了成都大运会青年志愿者代表
以云合唱的形式共唱大运会主题推广歌
曲，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进一步营造了浓
厚的大运会志愿服务氛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姜山

成都大运会城市志愿
服务“V”笑行动的实施，将
有力整合全市志愿服务队
伍力量，推动提升成都大运
会氛围营造与成都大运会
志愿服务惠民实效，持续扩
大成都大运会城市志愿服
务的辐射度和影响力。

成都大运会城市志愿服务
“V”笑行动正式启动

在新川古墓群，考古工
作者们收获颇丰：不仅发现
有新石器末期居址遗存，而
且揭露了千余座古代墓葬，
时代自战国时期延续至明
代，跨越2000多年历史，期
间没有大的时代断层，堪称
埋藏于地下的半部“四川通
史”，是四川地区珍稀的通
史式的古代墓地。

走进新川古墓群

翻阅半部
“四川通史”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
环保知识、厚植生态理念，
为建设生态成都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位市民
都能在碎片时间里潜移默
化地增长环保知识，在学
习、工作中能够主动地去践
行，也为绿色成都、生态蓉
城出一份力。

“生态成都”大篷车发车 带你解锁生态新玩法绿色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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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知识问答、
录制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的主题音频、体验
真人大富翁互动游戏……12月5日，“生态
成都”大篷车活动在郫都区三道堰水乡广
场正式启动，用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态
文明教育体验活动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

“生态成都”大篷车线下巡回活动序幕。

这场环保教育体验活动
你“打卡”了吗？

水是生命之源，饮用水安全更是关系千
家万户的大事，成都的饮用水水源地现状如
何？如何更好保护我们的水源地？在活动现
场，一项项黑科技带领市民“解锁”答案。

三道堰水乡广场有一面“会说话”的墙，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这是“幸福成都
生态有你”耳机森林沉浸式体验区。“该体验
区把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在喜马拉雅的官方
账号‘生态成都’里的专辑音频，以线下二维
码墙的形式呈现，配合喜马拉雅‘耳机森
林’，让参与者扫码收听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的有声作品，充分享受沉浸式体验。”成都市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耳机森林”旁边，另一个黑科技也吸
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西南地区首辆生
态文明有声互动大篷车——“生态成都”大篷

车开到了三道堰水乡广场。除了“听”和“说”，
现场当然还可以“玩”。在真人大富翁游戏的
棋盘上设立了趣味问答、萝卜蹲、儿歌演唱、
才艺展示、环境知识对答等题目。在玩的过程
中既了解了“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的小知识，
又赢得了奖品，参与的市民络绎不绝。

6场活动
带你“解锁”生态新玩法

“生态成都”大篷车线下巡回活动并不
止这一场。记者了解到，整个十二月，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将开展6场“生态成都”大篷
车线下巡回活动，除了郫都区三道堰水乡
广场外，“生态成都”大篷车还将驶进人流
涌动的春熙路、古香古色的宽窄巷子等成
都热门地标，把生态环保的声音传播至各
个角落。值得注意的是，每场活动将设置不
同的生态环保主题，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还

将介绍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成都环境保
护的重要举措，帮助大朋友、小朋友们知道
日常生活中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普及环保知识、厚植生态理念，为建设
生态成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位市
民都能在碎片时间里潜移默化地增长环保
知识，在学习、工作中能够主动地去践行，也
为绿色成都、生态蓉城出一份力。”谈及此次
活动的目的，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一系列生态环保主题活动的开展，从
生态文明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关系的贴近
性、紧密性切入，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生态环
境保护，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保治理
格局的同时，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多一个生态
感悟表达的渠道，助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凝心聚力共同建设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乔雪阳

市民现场学习拓片

市民走进考古挖掘现场 图据受访者

首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