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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车上，
坐在车上
，
一口火锅，
一口火锅
，
一眼夜景

红星新闻五周年影展收官
超10万人次观展

成都这巴士

巴适
成都推出全国首辆火锅巴士，票价89元，串联多个夜间地标景点
一口麻辣鲜香，一眼烟火街巷。全国首辆火锅主题巴士将于近日
在成都正式上线，开启成都夜间游玩新体验。5月18日下午，记者来到
火锅巴士起点站IFS楼下，抢先体验了一盘火锅巴士。

火锅套餐

记者从成都公交集团了解
到，此次将火锅搬上公交车，打
造成CITY TOUR观光巴士的
2.0 版 本 ，游 客 可 以 坐 在 巴 士
上，一边吃火锅，一边领略沿途
夜景，营造出“美食+交通+旅
游”跨界融合的夜间消费新场
景。火锅巴士“票价”89元，包含
全程交通、美食套餐、讲解等内
容，每票可支持2~3位消费者用
餐。该车5月20日起接受预订，6
月19日结束，仅运行1个月，开
行时间为每天的19时。
“巴士火锅局 一口穿城
过”。伴随着“当当当……”的清
脆铃声，一辆以辣椒红为主体
颜色的铛铛车，缓缓停在了IFS
楼下，这便是成都公交集团最
新打造的火锅主题巴士。走进
车厢，座椅已改成对坐形式，中
间的桌子上摆放着餐巾纸等。

整个车厢共8张餐桌。
成都公交集团新城市巴士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火锅主
题巴士是成都公交集团、成都
文旅集团联合大龙燚火锅共同
推出的，车上的火锅食材主要
由大龙燚火锅提供，均为熟食，
上桌即食，无需加热烹煮。考虑
到外地游客的口味差别，大龙
燚还将火锅辣度进行了微调，
尽量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除了火锅，巴士上还配有
行车助理，给吃货们讲解成都
火锅的文化起源以及沿途景点
故事，
让整趟行程不枯燥。
据悉，火锅巴士仅运行1个
月 ，5 月 20 日 开 始 ，6 月 19 日 结
束。运行时间为每天19：00，每
天一班，从春熙路出发，途经太
古里、望平街、339电视塔、天府
广 场 等 夜 间 地 标 景 点 ，全 程

约 90 分 钟 。消 费 者 可 通 过“ 成
都 旅 游 总 入 口 ”微 信 公 众 号
购买体验。
成都公交集团新城市巴士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火锅巴
士是继熊猫线、锦城线、夜游线
等观光旅游线路之后，观光巴
士的再次创新升级，未来还将
依托酒、茶、川菜等特色美食元
素，陆续推出酒馆巴士、茶馆巴
士、川菜巴士……借助观光巴
士这个载体去发掘和展示成都
独特的美食特质，助力建设“世
界美食之都”
。
“目前，火锅巴士每天只开
行一班车，下一步我们将根据
预订情况，实时增加车次。”该
负责人说。此外，成都公交集团
还将推出双层旅游观光巴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摄影记者 吕国应

火锅巴士从 IFS 出发

川渝共办青铜展 三星堆网红文物首次亮相
三星堆的爬龙铜器盖、青铜神兽，巴国的虎钮錞于、鸟形尊悉数展出
作为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宜宾博物
院的“花开并蒂——巴蜀青铜文明特展”还未开展，就受到
了全国关注。其中首次展出的神似“机器狗”的青铜神兽，来
自三星堆祭祀区3号坑。此外，还有一件爬龙铜器盖也是首
次展出的三星堆出土文物。
据悉，
该展览陈列川渝两地近20家文博单位收藏的精品
文物近200件，
以时代为序，
以商周时期巴蜀文化富有特色的
青铜文明为主题，
分为“神秘古蜀”
“古老巴国”
“巴蜀并辉”三个
单元，
展示出巴蜀文化体系紧密相连、
相互促进的文明气象。
巴文化和蜀文化中的青铜器到底有何特点及共性？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独家专访到了著名考古学家、广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以及宜
宾市博物院陈展部部长、
“花开并蒂——巴蜀青铜文明特
展”策展人代文迪，了解巴文化和蜀文化这两朵并蒂盛开的
文明之花，是如何用青铜器展示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的。

各领风骚//
各领风骚
两组青铜器有共性也各有特点

爬龙铜器盖

花开并蒂//
花开并蒂
神秘古老的巴国和蜀国文化联合展出
代文迪告诉记者，该展览展
品以青铜器为主，辅以石器、金
器、玉器等相关精品文物，包含
三星堆遗址2021年新发现文物4
件，其中，爬龙铜器盖、青铜神兽
为首次向公众展出。
代文迪说，
“巴蜀文化”本就
是成都平原和重庆地区的共性
文化，青铜，在古代也被称为“吉
金”
，很多国之重器均使用青铜，
本次展览通过川渝地区的青铜
文化，表达成渝两地的相互促
进，相互交融的文明迹象。
代文迪介绍道，本场展览第
一单元“神秘古蜀”从考古发掘
及实物出发，
展示了古蜀国历史
上最辉煌的三星堆与金沙时代，
梳理了目前已发现的广汉三星
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新都马
家木椁墓等古蜀文明的重要遗
址和考古发现，并通过戴金面罩
青铜人头像、青铜纵目面具、立
发铜人头像、玉璋、铜铃、玉琮等
特征鲜明的代表性文物及新都
马家木椁墓出土的五件成组的
列釜、列钺等重要文物，阐释了
古蜀人独特的器用制度、审美意
识和神秘的宗教信仰，呈现了蜀
文化的灿烂辉煌。
第二单元“古老巴国”讲述
了春秋战国时期四川盆地东部

的土著族群——巴人的历史，
以
巴人先君——廪君的神话故事
为引，结合今重庆、川东、鄂西地
区的巴文化相关遗存，探索古老
神秘的巴国。梳理了宣汉罗家坝
遗址、渠县城坝遗址、涪陵小田
溪墓群、云阳李家坝遗址、万州
大坪墓地、重庆冬笋坝遗址等为
代表的巴文化遗存，通过鸟形
尊、三羊铜尊、虎钮錞于、凤鸟纹
错银铜壶、铜钲、虎纹铜戈等精
品文物，彰显出骁勇善战、崇虎
尚武的巴人，从不同角度展示了
巴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文化面貌。
第三单元“巴蜀并辉”则是
通过这一时期巴蜀文化墓葬盛
行的青铜兵器、工具随葬、船棺
葬及“未解之谜”
巴蜀图符等，
深
度阐释了巴蜀文化交相辉映的
特征和紧密相连的文化内涵。
同
时，以宜宾出土的柳叶形剑、巴
蜀印章，巴式铜矛等巴蜀文化特
色文物，展示出宜宾自古以来与
巴蜀文化的深度交流。最后，通
过巴蜀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的
三晋文化、秦文化，长江中、下游
的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性青
铜文化的交流融合，
彰显了巴蜀
文化丰富多元、兼容并蓄的特
性，并成为了华夏主体文明不可
或缺的一元。

责编 李学莉 美编 刘静 廖敏 校对 田仲蓉

青铜神兽

鸟形尊

“
‘花开并蒂——巴蜀青
铜文明特展’
推出三星堆遗址
三号祭祀坑新近出土的几件
青铜器，
其中，
立发铜人头像、
铜小立人、
青铜神兽、
爬龙铜
器盖格外抢眼。
此坑因出土顶
尊青铜人像和巨型铜人面具
声名显赫，此次特展更显示
出其文化内涵特别丰富。
”
卜
工看到展览的文物信息后很
兴奋，
他告诉记者，
这些文物
之间有很多共性和特性。
卜工介绍道，青铜神兽
整件器物整体形态健壮有
力。
爬龙铜器盖，
惟妙惟肖的
青铜龙首、
昂首张口、
盘踞眼
前，头上犄角、双耳轮廓清
晰。立发铜人头像头发梳成
瓦片状，与电视剧里诸葛亮
头饰的造型极为神似。铜小
立人双手作揖，
大鼻子、
大眼
睛、
大嘴巴、
大耳朵，
五官都是
大大大，
看起来有些滑稽，
但
也有一丝庄严，
不由得让人想
到他可能是奥特曼的远祖。
“特展中还有巴人的虎
钮錞于和鸟形尊，均于2002
年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地。
錞于是古代的打击乐器，始
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
西汉前期，在长江流域及华
南、西南地区都有发现，其
中以巴人故地发现最为集
中，成为巴文化最具特征性
的青铜乐器。”卜工说，这件

錞于属战国晚期的巴人作
品，其通体完整，音质优良，
造型厚重，形体特大，有“錞
于王”之誉。其上部的钮作
虎形，栩栩如生，不怒而威，
虎腿以漩纹勾画出神物特
征，是巴人虎崇拜的又一重
要例证。虎钮的周围，分布
着五组“图语”：椎髻人面、
羽人击鼓与独木舟、魚与勾
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四
蒂纹，
“ 这些图语对研究巴
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鸟形尊造型、纹饰及装
饰极其精美。青铜器中的尊
本是酒器，该尊通体上下除
鱼形嘴外，了无一孔，不具
备容器的实用性，应系学习
中原地区的鸟兽尊而作。其
体轻、壁薄、中空，铸造难度
极高。出土于巴人的贵族墓
地 ，是 研 究 巴 人 的 审 美 情
趣，工艺水平和铸造技术难
得的艺术精品。
在卜工看来，两组青铜
器风格迥异，彰显出巴蜀青
铜文化各领风骚的时代、地
域和文化传统。换言之，巴
蜀虽然相邻，但文化渊源当
有所区别。在青铜文化方面
古蜀文明的自身特点更浓
郁，而巴人与长江中游地区
联系更为紧密，与滇文化的
关系更为密切。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三星堆、金沙、成博入选
“全国十大最具海外影响力博物馆”

虎钮錞于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5月17日，
《2021年度全
国博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
评估报告》发布。
该《报告》全
面评价我国博物馆（展览）海
外影响力的状况，评估博物
馆展览展示的水平，梳理优
秀案例的成功经验，总结研
判传播经验与规律，为业界
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参考。四
川的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
址博物馆和成都博物馆表现

亮眼，
携手进入
“全国博物馆
海外综合影响力”
TOP10。
这
十大博物馆分别是：故宫博
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国
家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星
堆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中
国丝绸博物馆、金沙遗址博
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
成都
博物馆。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曾琦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也是红星新闻
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同行向未来”五周
年影像展收官之日。据了解，今年3月16日~5月
17日，
入馆观展观众达10.9万人次。
红星新闻“同行向未来”五周年影像展，设
置了“序、红星同行之路、极美大道、视频区、红
星展览花园”五大板块，有“与时代同行”
“与新
闻同行”
“ 与先锋同行”
“ 与伙伴同行”四个系
列，展出了近百组影像，记录了五年来那些曾
带给我们强烈视觉冲击的瞬间。在这里，有历
史长河中那些不朽的瞬间：记录建党100周年
的历史进程，勾勒举国战疫中的最美逆行者、
抗震抗洪中的最美忙碌身影的凡人微光，折射
扶贫攻坚硕果，袁隆平、川航英雄机长……这
里，
也有极美成都的光影变幻。
5月18日，趁“国际博物馆日”成都金沙遗
址博物馆免费开放，市民胡阿姨和朋友前来参
观，她们特别关注展出中有关老成都的影像，
直言从照片中看到了成都的变化。
“ 这张一看
就是街子古镇，这个塔很有名的。”胡阿姨一边
看一边和朋友讨论、点评着。
市民杨运平时比较关注社会热点，在红星
新闻五周年影展上，他格外关注脱贫攻坚题材
的影像，
“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通过图片）看到了大家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
努力。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走上斑马线
腿部
“亮红光”

“安全过街神器”现身温江街头

行人小腿上全是红色光线
“咦，
这里的斑马线为什么会亮红光？”
近日，在成都市温江区人和东街散步的小
蔡刚走上斑马线，突然发现小腿上全是红色光
线，斑马线四周也瞬间亮了许多，远处驶来的
小轿车发现“自带光环”的小蔡也早早放慢了
车速。
当然，这不是小蔡“自带主角光环”，记者
了解到，这是温江区设置的首个“人行横道激
光投影警示装置”，也是成都交警十一分局推
进智慧城市建设交通治理的一个缩影。
原来，温江区人和东街附近聚集着两家商
业综合体，周边的光华公园也是群众日常休闲
锻炼的主要场地，这个路段车流量、人流量都
比较大，而新增的“人行横道激光投影警示装
置”不仅能有效提高夜间行人过街的交通安全
系数，也能解决雨雾天气中驾驶人视线较差不
易观察到过街行人的问题。
记者观察发现，行人走过此处的斑马线
时，有多条红色光线投射到其小腿处，形成明
显的红色区域投影。
“ 斑马线前出现红色投影
能够引起机动车驾驶人的警觉，提醒大家开车
时更加注意减速避让。”正在路口执勤的成都
交警十一分局副大队长兰昊明说。
据了解，该设备安装在两侧人行道上，采
用的是感应器探测，只有在行人、非机动车经
过斑马线时才会发光，投射的光线为安全民用
光，激光最高点距离地面大约 30 厘米，在没有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设备会自动停止工作，不
会对过往行人产生干扰，不会影响车辆的正常
行驶和附近商家居民的生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警方供图

重大阶段性突破！
乐西高速首座连续刚构桥合龙
5月18日，乐西高速接连传来好消息：美姑
河3#大桥主跨合龙、吉曲隧道左洞贯通，这是
乐西高速首座连续刚构桥成功合龙，首条单向
掘进超2600米以上隧道安全顺利贯通，标志着
乐西高速建设取得了重大阶段性突破。
乐西高速美姑河3#大桥自东向西斜跨
G348 国 道 ，全 桥 长 655.03 米 ，主 桥 采 用 (65 +
120+65)米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桥，主桥
长250米，引桥采用35米及40米简支T梁。主桥
为三向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主梁为分幅式单箱
单室截面。每幅箱梁顶板宽12.6米，底板宽7.1
米，两翼板悬臂长2.75米，箱梁顶板设置成3%
单向横坡，
箱梁跨中现浇段梁高2.7米。
吉曲隧道为微瓦斯隧道，位于美姑县巴普
镇境内，采用分离式双洞布置，右洞长2633米，
左洞长2614米。隧道穿越须家河组地层，地层
岩性以粉砂质泥岩、砂岩为主，局部夹薄层炭
质泥岩或煤线，
采用出口单向掘进。
乐西高速吉曲隧道自2020年4月开挖以
来，参建单位克服山区坡陡路险，物资运送困
难、浅埋偏压、岩体破碎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
通过700多个日夜的奋力拼搏，实现了该隧道
的顺利贯通。
至此，乐西高速共设计桥梁87座（含互通
主线桥），已施工桥梁69座，占设计总量的79%。
乐西高速马边至昭觉段起于乐山市马
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经凉山州雷波县、美
姑县，止于昭觉县洛古水库库区南侧，与规
划的西昌至昭通高速公路（G7611线）相接，
预 计 2025 年 建 成 通 车 。乐 西 高 速 建 成 后 ，从
昭觉驾车前往马边，行驶时间将从现在的5
小时缩短到1.5小时左右，从昭觉驾车到成都
仅需3.5小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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