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田雪
皎）2500年前，苌弘到底是怎么给
孔子做“苌弘鲶鱼”的？4月11日，

“蜀人原乡，怡然资阳”封面主题
周走进资阳第二天，迎来了第一
场网络直播——《资阳传承的东
周菜谱，靠皮毛“霸占”成渝高
速》，今日头条、腾讯、北京时间、
爱奇艺等7个平台同时推出，15万
网友同步在线观看。

此次直播持续40分钟，首次
揭秘苌弘鲶鱼与球溪鲶鱼的关
系。四川餐饮协会副秘书长秦照
明揭秘，球溪鲶鱼做法其实只是
苌弘鲶鱼的“皮毛”，苌弘鲶鱼用
13味香料秘制调味，味道更加鲜
美。苌弘鲶鱼也不是网友理解的
水煮鱼，现在做法中加入辣椒等，
也是传承中考虑到四川人口味而
改良的。

40分钟直播，“苌弘鲶鱼”79

代传人展示了这道鱼的做法，吸
引了众多网友，同步在线观看人
数达到15万余人。网络视频还可
通过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微博
等平台回放观看。

位于首都北京中轴线上的北
京自然博物馆，是全国130家国家
一级博物馆之一。馆藏无数，10
万件古生物、动物、植物和古人类
的化石、标本，吸引着络绎不绝的
游客前来参观。

穿过二层楼高的恐龙化石展
区，走进深幽的《人之由来》展厅，依
次陈列的古人类化石诉说着人类文
明的秘密，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第
一个古人类头骨化石——四川“资
阳人”头盖骨化石便位列其中。

“今天是资阳人化石发现纪
念日。”2017年3月17日，时值“资
阳人”头骨化石出土66周年，自然
博物馆科普部职员高源在微博中
写道。那天，他还给这条微博配
上了“资阳人”复原半身像图片。

“这老太太长相大气！”有网友在
微博下方幽默地评论。

在高源工作的自然博物馆二
层展厅，“山顶洞人”的饰品和劳
动工具、“资阳人”头骨化石模型
等一字排开，领着孩童的中年夫
妇、头发花白的耄耋老人、打扮入

时的年轻情侣不时在展品前驻
足，出神凝视着这些古人类化石，
完成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蜀人先祖“资阳人”和许多著
名的古人类化石一起，隔空回答
着观众的疑问，其中便包括距今
320万年前、极为罕见保存下来的

“露西”，以及160万年前的“纳里
奥托姆男孩儿”和6万年前的“尼
安德特人”骨架，等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雪皎 许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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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人”的
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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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中心秘书宫长为：

“资阳人”缝衣狩猎
文明程度很高

4月，北京，宫长为谈起“资阳人”头
骨化石时滔滔不绝。1951年3月，在成
渝铁路资阳九曲河一号桥墩十几米深
处，发掘出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资阳
人”。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三个古人类头
骨化石，也是新中国发现的首枚古人类
头骨化石。伴随“资阳人”出土的，还有
大批石器、骨器，特别是骨针、穿孔石珠、
麂鹿角等文物。宫长为说，“资阳人”被
鉴定为约4万年前的古人类，和现代的人
类有直接关系。“在整个巴蜀文明发展史
上，从三星堆文化，往前一直可以推到

‘资阳人’时期文化，从文明发展延续的
角度来看，‘资阳人’应是古蜀人祖先。”

头骨化石出土半年后，它旁边又发
现了一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骨锥，骨锥
证实，4万年前的人类已经会缝制衣物，
文明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现场发掘的
一枚穿孔石珠被推测为当时人类项链上
的饰物，这证明4万年前的人类已经懂得
妆饰自己，“现场的麂鹿角则佐证，资阳
人狩猎是有组织有指挥的，这个角是用
来发出狩猎信号的。”

“‘资阳人’的发掘是旧石器时代发
掘的一个重要成果，‘资阳人’文化的成
就和使用工具的进步已经达到了相当水
准。”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中国考古研究会会长、“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负责人之一、著名考古学家王巍曾如
此评价。

继“资阳人”之后，安徽、江苏、东北
等多地也陆续发现古人类头盖骨。“但他
们的文明发展程度，远不及’资阳人’所
达到的高度。”宫长为说，过去都认为黄
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在四川资阳
发现的古人类文明，意义非凡。

《资阳人》编撰出版者刘胜俊：

耗时6年证实
头骨化石是50岁女性
4月11日，对“资阳人”研究多年，并

编撰出版《资阳人》一书的刘胜俊，向记
者还原了66年前，“资阳人”头骨化石发
掘和运往北京的过程。

1951年，成渝铁路开建。铁路沿线
不断有古生物化石出现，特别是在资阳
莲花山段，就有65件之多。为了宣传文
物保护法令，加强对成渝铁路建设沿线
的文物保护，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
平，立即找到重庆商学院教授张圣奘，要
他出任团长，对成渝路沿线文物进行一
次普查。并亲自送他一副滑杆。

张圣奘教授一行十多人来到资阳，
通过近一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1951年
3月，终于在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一号桥
墩十几米深处发掘出一具古人类头骨化
石。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得知
老朋友张圣奘有重大发现时，非常激动，
要求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专人将古人类头
骨化石送往北京，将鉴定和研究工作交
给了世界级专家、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长
裴文中教授主持。

经“北京人”的发现者，著名专家裴
文中、吴汝康等教授长达6年的研究，认
定头骨化石为距今约4万年的女性化石，
年龄在50岁左右，命名为“资阳人”。

刘胜俊说，“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出
土，是南方人类的代表，是古人类发掘中
唯一的女性，“根据牙齿化石断定，她当
时患有牙病。”

4月11日，一场零零散散的小雨，让成都再度降
温。凉风阵阵吹，外套欲脱未脱，都4月中旬了，这到
底是什么季节啊？

这个问题恐怕不好回答。
若尔盖、壤塘的小伙伴在过冬天，天地覆盖在白

雪皑皑之下，人人羽绒服加身。而在攀枝花，大家穿
着短袖都嫌热，35℃+的气温，不是夏天是什么？至
于盆地嘛，成都阴雨绵绵，是秋天还是春天，让人傻
傻分不清，而达州、南充提前晒太阳，春暖大地。

若尔盖·冬天
一夜骤降7℃县城白雪皑皑

人间四月天，是新鲜初放的绿，是一树一树的花
开。如果你去若尔盖走一走，就不会这么认为了。4
月10日，若尔盖是白色的。

9日晚上，这里迎来了一场大雪。日平均气温降
了7℃，12小时降雪量达4.4毫米，雪深1厘米。一夜
之间，白雪覆盖，加上浓雾相伴，整个县城别有一番
景象。本是春天的季节里，大家竟纷纷穿上了厚厚
的羽绒服。

在过冬天的的不只若尔盖。4月10日晚，汶川壤
塘县迎来入春以来首场大雪（雨夹雪）天气过程。截
至11日9时，累计降雪量达11毫米。换上白色“外
套”，整个县城显得格外空灵。

攀枝花·夏天
“跑步入夏”最高气温直逼40℃

若尔盖1200余公里之外的攀枝花，却是另一番
光景。街上，阳光刺眼，胳膊大腿能露则露，还是嫌
热。

最近几天，攀枝花天气连续晴好，用3天时间，从
20.5℃升到了30.8℃，随后又升到了35℃以上，4月9
日，仁和某观测点的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38.8℃，直
逼40℃的节奏呢。

“跑步入夏”的，还有凉山。4月3日以来，凉山大
部地区出现了持续的晴热少云天气，气温从25℃左
右一路攀升，截至4月9日，除雷波、布拖、盐源仍较凉
爽外，州内其余14县市气温普遍超过30度。

成都·一言难尽
太阳消极怠工阴雨笼城气温直降

相比于季节分明的若尔盖、攀枝花等地，盆地的
季节就一言难尽了。

清明小长假后，太阳君的“假期综合征”迟迟没
有缓过来，一直“消极怠工”。11日，成都笼罩在阴雨
中，最高气温从8日的24.4℃，一路下滑到15.9℃，你
是不是已经去衣柜翻出了外套？

11日，盆地西部大部分地方都雨兮兮，有的还是
绵绵雨的那种，给人一种“秋雨”的错觉，难道秋天乱
入？

盆地东部则提前享受阳光。从10日起，南充的
蓝天开启刷屏模式。4月8日凌晨，达州的暴雨提前
报到，城区里的房屋瞬间变为“海景房”，不过，雨过
天晴，太阳开始露头。这才是正经的春天嘛。

未来三天晴好成都努力“奔三”
该来的春天，不会缺席，或许还会一不小心撞上

个夏天。从今天起，雨水慢慢收敛，四川天气逐渐转
晴。

12日，除了雅安、乐山、宜宾3市和成都、眉山、自
贡、泸州4市部分地方阴有小雨，雅安南部局地有中
雨外，盆地其余地方阴转多云。13日，降雨范围进一
步缩小。14日，全省各市州都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

伴随着太阳的回归，气温的主旋律是升温。不
用太羡慕提前享受夏天的攀枝花的小伙伴，未来3
天，成都的气温也在“奔三”的路上努力着，14日，成
都最高气温27℃。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岸）驾校训练场地侵
占绿地，而且还违规搭建办公室、食堂，面积达
2242.79平方米。4月11日，这一位于成都三环外侧
青羊区某驾校内的违建被依法予以强制拆除。这
次，发现违建不是热心市民，而是运转在遥远太空轨
道的遥感卫星。此次拆除的驾校训练场用地是2017
年的“第一拆”。

在违建强制拆除现场，记者了解到，此处空地原
为绿地，却被人用作驾校练车场地，并修建了办公用
房等违法建筑，这一现象被住建部遥感卫星成功“捕
获”。4月11日，成都市规划局组织施工人员对该处
违建进行了依法强制拆除。

成都在2007年被住建部列入卫星遥感监测城
市。通过卫星遥感监测，今年成都中心城区共有24
处违法建筑进入“天眼”视野。按照计划，2017年11
月前，上述24处违法建筑将全部拆除完毕。除了卫
星遥感影像，查违建的另一个高科技手段是运用无
人机航拍。“高科技手段弥补了人力巡查的不足。”成
都市规划执法监督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卫
星遥感图像，如果确认用地不符的违法建筑，即列入
年度拆除目标。如未能按期拆除，违建所在的属地
政府主要领导将被追责。

封面主题周·资阳

今年3月17日，是“资阳人”头盖骨发掘66周年纪念日。4月10日，随着“封面主题周”走进
资阳，“资阳人”再次走入人们视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秘书、中国先秦史学会常
务理事、秘书长宫长为在北京揭秘称，史学专家最新的论证成果指出，“资阳人”会缝制衣服、
观天象，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4月11日，“资阳人”铁粉、民间考古专家刘胜俊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他编撰的
《资阳人》一书目前新充实了30万字的内容，均是国内史学界充分论证的结果，史学界也形成
一致的观点：“资阳人”是蜀人先祖，是智慧人类发端，是“现代人”第一人。

著名史学家宫长为揭秘蜀人先祖：

旧石器时代唯一骨锥证实
4万年前“资阳人”会缝衣

卫星查违建2017“第一拆”
成都一驾校违法办公用房被夷平

说好的春天呢？
全川春夏秋冬同时上线
今起成都气温努力“奔三”

知名雕塑家廖飞平：

希望重启计划
复原蜀人先祖头像

“资阳人”头骨发现50多年后，到2002
年，仍没有“北京人”“元谋人”那样具体的
形象，“资阳人”到底长什么样？

4月7日，知名雕塑家廖飞平说起“资
阳人”复原的情形时，评价当时只是举手
之劳，完全是一种灵感和偶然。

当时，廖飞平是重庆云阳某公司的下岗
职工，从小喜欢画画，酷爱玩泥巴，自学成才
搞泥塑，且小有成就。1999年下岗后到资
阳开陶吧，帮人塑像，还教了几名学生。

在雁江区文化部门供职的孟基林，与廖
飞平熟识，2002年11月中旬深夜，他去看廖
飞平的泥塑，在工作室随手翻着一本画册
时，“资阳人”头骨化石图片出现在眼前，“我
几乎三分钟没有说话。”孟基林说，长时间沉
默后，他脱口而出：“复原‘资阳人’。”

廖飞平立即找出他女儿的初一历史
教材，上面“北京人”、“山顶洞人”都有复
原像，“资阳人要复原成什么模样？”廖飞
平说，他和孟基林简单地分了下工，“他负
责资料搜集，我负责材料准备。”

孟基林在网上找到“资阳人”头骨化
石原件图片，并在区文管所看到“资阳人”
头骨化石复制件（全国仅存三件，分别在
北京自然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博
物馆），进行触摸和全方位拍照，量数据。

经过几天的图文资料研究分析，画草
图，“资阳人”复原工作开始了。一切都在
夜晚进行，夜深人静，通宵达旦，渴了喝杯
矿泉水，饿了到街口吃碗羊肉汤。

50岁的“资阳人”复原成什么形象？
是病中的老太太，还是弱不禁风的娇女？
是年富力强，还是孩童之躯？参考了距今
70万年—20万年的“北京人”复原像和距
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复原像，“介于两
者之间的资阳人，更倾向于现代人。”孟基
林说。

“我们认为她应该够男性化特征。在
当时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男女体
型特征应当是很小的。”孟基林说，“资阳
人”复原后还其刚毅和王者风范。

如今10余年过去，泥塑的复原头像成
为广泛应用和认可的“资阳人”形象，“但
是实物已经不复存在，只存在记忆和心
中。”廖飞平说，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重
塑一尊“资阳人”铜像，最好能成为资阳城
市中的一道风景。

“有启动重塑铜像的计划，但付诸实
施受到了资金等多方面的制约。”孟基林
说，复原头像仅存在图画中，也是他心中
最大的遗憾。

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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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人”的
性别、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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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人”的
庐山真面目

她
如
今
身
在
何
方
？

探访北京自然博物馆：
“资阳人”和“露西”并列
与现代访客隔空对视

封面直播孔子吃过的一道菜
15万网友强势围观

“资阳人”复原半身像。

北京自然博物馆《人之由来》展厅。

“资阳人”头骨以及头骨旁发
现的旧石器时代唯一骨锥。

一、招标条件：
因工作需要，我公司确定在四川

成都举办“智创巅封－2017 AI+移动
媒体大会”活动，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标，择优选择“智创巅封－2017 AI+
移动媒体大会”活动搭建执行公司。
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
本投标。

二、招标人与招标内容：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
2、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

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8楼B区
3、招 标 内 容 ：“ 智 创 巅 封 －

2017 AI+移动媒体大会”活动搭建

执行公司，主要负责“智创巅封－
2017 AI+移动媒体大会”活动搭建
执行工作，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活动方案与执行、展位搭建、展场布
置等事项。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业务经营范围包含会务搭建、展示区
搭建、会场布置等；

2、投标人有大型活动策划、执行
的合作案例；

3、公司连续运营1年以上；
4、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需带材料：
1、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经办

人介绍信，以上证件应为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

以上证件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印件。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1、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传媒大厦8楼B区；
2、报名时间：2017年04月13日，

上午9：30—12：00，下午2：30-17：30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28-86969449

招标公告
本单位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有商铺一间，

现向社会招租。
地址：龙泉驿区驿都东路38号锦宏时代

广场1-1-138号商铺
建筑面积：41.28平米
承租商投标资格：具有合法经营权的企

业或者个人
有意者请联系：86969008，曾女士。

华西都市报社
2017年4月11日

招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