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编辑 杨珒 郭庄 美编 帅健宏

文娱·社会
2022年8月1日 星期一

07

7月29日，四川文明网公示了
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四川
候选人名单，四川全省共8人入选，
曾经勇救跳桥女子的泸州外卖小哥
罗虫董候选“见义勇为好人”。

今年21岁的罗虫董是成都灵生
配送服务有限公司泸州国窖站外卖配
送员。2022年1月24日下午，入职仅一
个多月的他在送餐途中经过泸州市区
沱江一桥时，从电瓶车后视镜中发现
一女子将怀中婴儿放在冰冷的地上，
随即攀爬上护桥栏杆欲跳江轻生。

罗虫董赶紧扔下车飞奔过去，
将轻生女子抱下栏杆，用尽全力将
她救至安全地带，等到警察到来后
才默默离开。罗虫董的救人行为，被
大桥上的监控视频拍摄记录下来，

引发网友全城寻找“救人英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自己

救人的行为，罗虫董表示只是碰巧
路过，相信其他人碰到也会这么做。
外卖平台也授予了罗虫董“先锋骑
士”称号，并给予1万元的现金奖励，
其所在公司也给予2000元的奖励，
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罗虫董也因此荣获“中国网事·
感动2022”网络感动人物、四川好人、
泸州好人、泸州市江阳区“见义勇为
勇士”等荣誉。4月23日，国家开放大学
与美团外卖宣布第二期“骑手上大学”
正式开学，全国88名骑手正式开启在国
家开放大学的学习生涯,罗虫董是学生
之一，他已进入大专班学习物流管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说实话，这起车祸，他们很幸
运了。稍微有点差迟，可能就看不到
这个世界了……”7月31日，四川甘
孜州理塘县格聂派出所指导员高忠
强说起头一天参与救援的夫妻驾车
坠河事故，还有点感慨。

高忠强说，7月30日18时30分左
右，派出所里的民警正在吃饭，报警
铃声突然响起。“理塘县境省道J460
章纳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两名乘客
连人带车坠入索曲河中。”高忠强说，
事发几分钟后，当地群众路过时看见
这一幕，赶快报警求救。民警备好救
生索等救援工具迅速赶往现场。

大概10分钟后，民警赶到了现
场。现场情形让他们倒吸了一口冷
气：一辆橘色的小轿车从距离河面10
余米的路上掉在索曲河里。山坡上有
翻滚的痕迹，地面也有撞击的痕迹。
幸运的是，掉到河里的车辆轮胎向
下。“如果车辆轮胎向上的话，河水早
就漫进车里了，乘客凶多吉少。”

更幸运的是，车辆掉入河里后
被冲往下游20多米，但被河中的几
块大石头卡住了，以致于没有被冲
到下游更远的地方。

车辆在河中距离岸边七八米的
位置，一名男子在车上大声呼救。通

过简单交谈，民警得知车内还有一
名受伤人员，救援随即开始。

“我把救生绳拴在车上，你们在
这边使劲拉。”辅警格勒扎西涉水把
救生绳固定在车门框上，搭建了一条

“生命救援线”。约5分钟，在其他民警
和热心群众的帮助下，格勒扎西把被
困车内的受伤女乘客背上了岸，成功
脱险。“当时这名女乘客受伤比较严
重，无法行走。河水将近1米深，我们
民警一开始下水时差一点被冲倒，只
能把她背上岸。”高志强说。

紧接着，另一名被困男乘客（并
未受伤）和宠物狗也及时被救脱险。此
时，天空中的雨没有停的迹象，河水也
在不断上涨。被卡在石头里的小车摇
摇欲坠，随时有可能被河水冲走，获救
乘客惊魂未定地向民警表示感谢。

两名乘客脱险后，格聂派出所
警务用车与当地医疗部门救护车接
力，及时把伤者送医救治。

据民警透露，车内被困的两名
乘客系成都来理塘旅游的夫妇，受
伤女子40多岁。受到车辆翻滚挤压，
女乘客的头部和腰部不同程度受
伤，身上多处骨折，正在医院接受治
疗，目前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郑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成都夫妻自驾游坠河，警民齐力施救
他们绝处逢生背后藏着诸多“幸运”……

送餐途中勇救跳桥女子
泸州外卖小哥入选“中国好人榜”四川候选人

7月30日晚，第36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颁奖典礼在湖北武汉举办，经
过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本届百
花奖各大奖项一一揭晓。8岁女孩陈
哈琳凭借《奇迹·笨小孩》获得最佳
新人奖，她也因此成为百花奖最小
获奖者。张译凭借《悬崖之上》获得
最佳男主角，袁泉凭借《中国医生》
获最佳女主角。

其他奖项方面，文牧野凭借《奇
迹·笨小孩》获得最佳导演奖；里八
神、刘循子墨、张本煜、柯达凭《扬名
立万》获百花奖最佳编剧；《长津湖》
获得最佳影片，《你好，李焕英》获得
优秀影片。

沈腾0票、海清0票、周也0票
……奖项揭晓后，101位观众评委的
现场投票结果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
议，并成为网友争论的话题。

为何出现多个0票？百花奖评选
的标准是什么？记者第一时间联系
上本届百花奖的观众评委王瑛。她
表示，“出现0票或者极低票的，正好
说明我们没有拉票、配票搞协调。”

王瑛表示，“我只能说，百花奖
确实是完全以观众为中心的评奖，
没有幕后拉票、配票，包括我在内的
101位评委，秉持公正心，本着严肃、
客观、理性的态度，抛开粉丝滤镜，
减少个人喜恶，不看演员的名气或
者过往作品的票房，只看这部作品
是不是真的能表现出演员精湛的演
技和精良的制作，完全从本心出发
做出了每一个奖项的投票选择。”

王瑛表示，她看到不少网友对
评委工作给予了肯定，网上也有不
少骂评委的声音，“不过不管别人怎
么骂，作为一个评委，我毫不亏心地
说，一切程序公开、公正、透明，秉公
直断，我们对得起评委的职责，对得
起大众的信任。”

据《长江日报》报道，红毯仪式
主持人现场介绍，101 位观众评委
平均年龄36.5岁，来自全国各地、各
行各业。此前，101位观众评委已经
对入围影片进行了认真观摩，并对
各奖项进行了充分讨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百花奖最佳男女主角
花落张译、袁泉

沈腾、海清大众评委现场投票0票引热议

张译、袁泉在百花奖闭幕式后台接受群访 图据视觉中国

时间要回到2016年的9月
15日，这一天，历时六年修建而
成的成都博物馆新馆终于正式
对公众开放，创建于1958年的
这座城市博物馆也在几经选址
之后，在寸土寸金的天府广场
西侧小河街1号，有了属于它的
新家。

站在天府广场上望过去，
阳光照射下的新馆有一种独特
的“金镶玉”立体墙面效果。这座
由无数三角形拼接而成，造型时
尚、独特的博物馆，曾获得“第十
七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等27项
大奖。它简洁大气的造型，取意
于古蜀文明对西山的崇拜，玻璃
幕墙和金属（铜网和铜板）的组
成，则蕴含了古蜀文明对玉和
黄金的文化崇拜。

细心的游客则会发现，在
成都博物馆建筑中间有一大块
空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

看到伫立在后面的清真寺。这
座建于16世纪的著名的皇城清
真寺，代表着这座城市的一段
历史，如今它与博物馆主入口、
天府广场一起，成为了一个具
有城市尺度的画框，同时也显
示出了成都这座城市各种文化
的和谐共生。

巧合的是，就在新馆的建
设过程中，一件件“镇城之宝”
也在附近出土：巍巍大汉碑、镇
水石犀等，在体育中心南侧发
现摩诃池遗迹以及从汉代到明
代不同时期的重要遗存……与
城市历史融为一体的特殊位
置，决定了成博的追求。

如今，在它辉煌的外观下，
包裹着近20万件承载着城市记
忆的文物精品，上至新石器时
代，下迄民国时期。4500年的城
市文脉，经由这座高标准高品
质的文化建筑，实现了古今延
续的历史对话。

“成都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大
博物馆。”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原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
物司（科技司）司长，现任上海
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认为，成
都 ，是 一 座 3000 年 城 址 不 迁 ，
2500年城名不改的拥有深厚文
化底蕴的城市。

“博物馆扮靓城市，城市也为
博物馆注入活力。”段勇认为，作
为最受关注和欢迎的公共文化机
构之一，博物馆在城市文化建设
中大有可为；作为博物馆存在的
重要价值体现，城市与人们的关
注和支持也使博物馆能够大有作
为。“博物馆与城市共同成长，博
物馆不仅记录保存城市文化，而
且参与塑造城市文化。对于城市
文化，博物馆不仅是见证者，而且
是参与者，有可能还是引领者。”
在段勇看来，一座或一群博物馆
改变一个城市，国内外都有这样
的实例，成都也一样。

段勇的观点与单霁翔不谋而
合，在单霁翔看来，成都的博物馆
能有今天的规模和人气，离不开
成都人爱享受文化这一特征。从

地理环境而言，成都辐射西南，对
西北影响也很大，不管是定居还
是路过，这都是一座人们常来常
往的城市，对文化的需求比较旺
盛，所以在文旅融合方面，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

市文广旅局博物馆处相关负
责人则认为，成都文博事业近年来
成绩的取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基
本经验：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为博
物馆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600年的深厚历史，3000年城址不
迁，2500年城名不改，为丰富博物
馆内容建设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文
化内涵；数代博物馆人的智慧和
奉献，为博物馆服务社会提供了
切实保证；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是
博物馆发展的根本保证。

“博物馆之城”没有一个具体
的标准，成为“博物馆之城”的原因
也不止一个，但成都博物馆以及遍
布于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文博艺
术机构，对于成都城市文明的赋
能，与成都城市发展的和谐共生，
或许正是对于“博物馆之城何以是
成都”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
霁翔对成都博物馆的印象很深
刻。他记得2016年作为成博开馆
展的“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
帝特展”在手机上刷屏的盛况，
在实际开放时间不足两个月的
情况下，参观总人数超63万人
次，仅国庆假期七天时间，便接
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21万余
人次，日均客流量超过3万人次，
最高单日逾3.4万人次，创下了
国内同类展览的新纪录。

作为成都博物馆的常设展
览，“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
文化陈列”，通过丰富的展示手
段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了成都
4500年城市文明史盛衰交替，起
伏跌宕的灿烂与辉煌。穿梭其
间，人们所能触摸到的不只是成
都的过去，同时也带来关于这座
城市现实与未来的思考与启迪，
感受属于成都的开放、包容与创
新并举的城市性格。

除了萃藏锦官城4500年文
明的耀目光华，成都博物馆还不
断以新的洞见与姿态刷新着我
们对城市历史，乃至世界文明的
认知，自开馆以来，定期推出不
同主题、不同风格的各种高品质

临展、特展：
试运行阶段的“倥偬的乡

愁·张大千艺术特展”引发观展
热潮，让50万观众走进成博；

“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
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
展”全方位展现敦煌艺术和作为
天府之国的四川在丝绸之路形
成、发展、繁荣过程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敦煌洞窟和壁画的亮
相，让超百万观众人次感受大漠
的千年大美……

自2020年始，成博通过梳理
自身展览体系，初步构建以“辉
煌成都”“多彩文明”“艺术典藏”
为主题的三大系列展览季，以期
形成文明互鉴、古今融合的文博
展示平台。

“我们力图通过展览资源向
小馆输出的形式增强文化辐射
力；通过向国际输出，实现天府
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建立城市文化自信；通过向城市
空间输出，与商业体进行合作，
打破文化与城市生活壁垒，带动
城市文化的发展。”成都博物馆
相关负责人表示。

每到周末夜晚，成博就化身
为孩子们的“乐园”，一批又一批
小朋友在这里看展览、做手工、听
讲座，进行互动实践、趣味展演、
欢乐游戏。这是成博自2019年秋
季推出的全国首个集研学、体验
为一体的“周末儿童博物馆”。据
统计，迄今已推出专题活动600余
项、2000余场，惠及10万余组亲子
家庭、20万余人次。

进入成都博物馆官网，部分
展览实现了VR虚拟化设置，部分
藏品进行了数字化转换，走进馆
内，还能看到透明导电玻璃屏，在
展厅中设置“三星堆与金沙环幕
投影”“茶馆人生幻影成像”“千年
东华”等虚拟科技展项，在官网设
置虚拟漫游、数字3000年等项目，
完成“云游天府文博”智慧大运建
设，让互动体验做到了在疫情防

控期间“闭馆不闭展”。
此外，近年来，文化创意逐步

融入文化事业的主旋律。成博作
为成都的文化客厅，一直以来都
在不断探索创新文化传播方式。
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吸引和整合社
会力量助力文创产品开发，成博
已推出石犀系列、璀璨皮影系列、
BOBOPANDA系列等常设展文
创产品千余款，同时配合临展设
计开发相关文创产品，力图将藏
品元素投注于日常生活用品中，
让观众在观展的同时，把博物馆
文化带回家。

正如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
单霁翔所说，一个好的博物馆并
不限于宏大的场地，或大量的藏
品，更要看它能否深入挖掘出馆
藏品的文化价值，让其真正“活”
起来。

“金镶玉”包裹下的城市文明记忆1

文明互鉴、古今融合的展示平台2

好的博物馆要让文物“活”起来3

博物馆与城市共生4

一座博物馆
与城市的和谐共生

■ 都说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客厅”，它浓缩了城市的文
明史，点亮了这座城市历史长河中的一盏盏路灯。

■ 在成都，位于城市最中心天府广场西侧的成都博物馆，就是
这样一座成都人的“灵魂客厅”。它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提供了
追根溯源的讯息，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为远道而
来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对外的窗口，让他们以最为本源的方式了解这
座城市；它也与周围的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美术馆、四川省科技馆
等文化场所群一起，共同成为了这座城市最温和的部分……

7月22日，全国文物系统先进
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议在北
京举行，成都博物馆作为成都首家
获此荣誉的文博单位，被授予“全
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此次表彰由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家文物局进行，每五年评
选一次，以期表彰先进、树立典
型、弘扬正气，激励全国文物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充分发挥积极性和

创造性，不断开创文化遗产事业
发展的新局面。

“辉煌成都”展现独具魅力的
天府文化，底蕴深厚；“多彩文明”
于不同文明间牵线搭桥，让蓉城
市民在家门口看世界；“艺术典
藏”优雅时尚，着力提升全民美育
素养……成都博物馆以此三大特
展系列为抓手，打造丰富多彩的
展览品牌，已推出高品质展览50

余项，吸引观众1200余万人次，以
多元的主题、精彩的内容为城市
文明提供文化滋养，在彰显文化
魅力，增强文化自信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此外，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年、建党100周年、改革开放
40周年等重大活动期间，成博也
策划推出了多个主题展览。

“周末儿童博物馆”创新了国
内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模式，发挥

了示范引领作用。
2020年，成都博物馆实现“跃

升”，以高分迈入国家一级博物馆
行列，并在《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
（展览）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中，
以54.69的综合影响力指数，成为
唯一上榜的副省级综合类城市博
物馆，名列全国博物馆海外综合
影响力前10。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成都博物馆荣获“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警民携手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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