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0年前的玉器长啥样？
9月24日，《玉汇金沙——夏

商时期玉文化特展》在金沙遗址
博物馆开幕，全国各地区出土的
夏商玉器精品250余件（组）亮相
蓉城，是国内夏商时期出土玉器
最大规模的首次集中展示。同
期开幕的“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
学术研讨会”和同期发布的学术
专著《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
出土玉石璋研究》，吸引国内外
玉文化专家会聚一堂，聚焦夏商
玉器最新学术成果，揭秘古蜀玉
器最新研究发现。

夏商玉器的最大盛会
“玉魂国魄”四个字，是玉器

在中华文明中独特地位的最好
诠释。夏商时期的玉器，上承新
石器时代“以玉事神”的传统，开
创“以玉载礼”的新风尚，下启两
周时期“以玉比德”之先声，以其
星罗棋布的分布、融会贯通的形
制和制作精湛的工艺，掀起了中
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
峰，对后世玉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距今三四千年的夏商玉器
长啥样？古人当时的审美掀起
了什么样的时尚潮流，又对文化
交流产生了何种影响？金沙特
别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
等11家文博单位，举办夏商时期

玉文化特展，为观众系统展示山
西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与新华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
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山东苏埠
屯商墓、湖北盘龙城遗址、河南
殷墟遗址、山东前掌大墓地、江
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四川三星堆

遗址、金沙遗址等全国夏商时期
12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玉器
精品，众多精工细琢的美玉令人
目不暇接，再现了夏商时期玉文
化互动交流的盛况。

本次展览将250多件（组）文
物细分为六个单元，从“美玉天
成”、“斧钺神威”、“圭璋祭礼”、

“琮璧对话”、“玲珑俏雕”、“辨纹
识工”等部分，介绍什么是玉、夏
商玉器的常见器型、制玉工艺和
装饰技巧，为观众解读夏商时期
玉器的文化内涵和精工巧艺。

古蜀文明的神奇魅力
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

流域……在神州大地上，玉的分
布如满天星斗，相互交融。而夏
商时期，正是玉文化频繁互动的
高峰，让人得以管窥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的历史源流。

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
金沙遗址，是国内出土夏商时期
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
址之一，其中玉琮出土数量超过
了全国出土数量的总和。源自
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
源自黄河流域的玉璋、玉戈、玉
钺等，还有古蜀人广泛吸收其他

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
的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
品种、新器型，既是中华玉文化
交流融合的见证，也是成都平原
自古以来兼收并蓄、包容创新的
文化见证。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
感叹：“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
受到金沙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的密切关系，它既是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
原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大本
营’之一。”

玉之滥觞并未止步于平畴
千里的成都平原，而是从这一西
南广大地区文化交流的“中转
站”继续延伸：来自中原地区的
玉牙璋，被古蜀的王室贵族不断
模仿、复制并创变，再经四川盆
地南走向东南亚地区；有领玉
璧、凹刃玉凿等有着鲜明特色的
玉器，也曾在越南、泰国等广袤
的区域出土，成为不同地区文化
交流的有力证据。玉文化传播
四方，并达数千公里之远，可谓

“玉流四极”。

破解古蜀玉器的密码
数量惊人、制作精美的玉

器，显示出玉器在古蜀人神巫世
界中的重要作用。金沙遗址现
已出土玉器2000余件，玉器是金
沙遗址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也
最富特色的一类器物。这些玉
器种类丰富、色泽多样、工艺复
杂，许多器物上还保留了制作加
工痕迹，为研究古蜀国的制玉工
艺、手工业技术发展等创造了条
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在西
南地区的起源、发展、演变提供
了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夏商玉
器特展还配套举行了学术研讨
会，来自国内外40余家文博研究
机构、80余位玉文化研究专家齐
聚蓉城，共同探讨玉器文化。中
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王巍对这场学界盛会
满怀期待。在他看来，玉器原本
的形制、色泽以及浸润的文化都
非常引人注目，而此次展览将夏
商时期来自中原、长江中下游等
地的玉器精品都汇聚于此，堪称
研究夏商玉器的文化盛事。

与会专家对三四千年前的
玉器如何开料、打孔等工艺非常
感兴趣，金沙玉器切、割、琢、磨
的微小细节，实则是古蜀文明研
究前所未有的全新成果，为解开
古蜀玉器工艺之谜作出了重要
贡献。王巍介绍，最新研究发
现，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开料工
艺独特，起形自成一派，很有可
能夏王朝时期玉器在当地制作
完成，并对周边城市输出了材料
和工艺。“你看那种没有实质功
能、象征权力的权杖，对越南地
区的辐射程度大大超出我们的
想象，这说明在夏代后期，金沙、
三星堆文化高度发达，绝不亚于
中原地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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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260期开奖结果：095，单选2142注，派奖期间：
单注奖金1440元，组选3，0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
500元，组选6，5220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251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7112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3、16、22、10、
03、14，蓝色球号码：11。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
10000000元，。二等奖76注，单注奖金292461
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49021406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112期开奖结果：

0545333，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7
注，每注奖金45799元；三等奖86注，每注奖金
1800元。（217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260期开奖结果：
929 直选：3649（19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4816（343）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注，每
注奖金173元。（594.1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260期开奖结果：
92984 一等奖：58注，每注奖金10万元。（2.58亿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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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24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AQI指数 98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广安、攀枝花、内江、巴中、遂宁
良：南充、广元、泸州、雅安、资阳、自贡、宜宾、达
州、德阳、绵阳
轻度污染：眉山、乐山

2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8—108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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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息肉会不会恶变
听听专家怎么说？

家住华阳的王女士，平时身体很好，一年前突
然出现胃肠不适，特别是在饭后腹部疼痛加剧，伴
有干呕。最近情况愈发严重，发现胃部长了息肉。

“胃部息肉早期或无并发症时多无症状，出现症
状时常表现为上腹隐痛、腹胀、不适，少数可出现恶
心、呕吐。”胃肠专家王浩波主任介绍，息肉并不可怕，
随着内镜设备和操作技术的发展，内镜下进行黏膜
切除术已经成为治疗早期胃部肿瘤的重要方法。

什么是EMR，它有什么优势？
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在不伤害肌肉层以

下（黏膜下层以下）组织的前提下，使用内镜将黏
膜层切除至黏膜下层的深度并回收所切除部分。
EMR 适用于部分无蒂息肉、平坦或浅凹陷型息
肉、平滑肌瘤、早期癌（包括食管、胃、结肠早期癌）
的切除，安全可靠，并发症少。

为积极响应成都市卫计委“开展医疗精准扶
贫和健康行动”的相关政策，提高民众对肠胃疾病
的重视。即日起至9月30日，拨打028-96111预约
无痛胃肠检查，可享“奥林巴斯无痛电子肠镜检查
项目优惠套餐488元（原价：998元），奥林巴斯无痛
电子胃镜检查项目优惠套餐388元（原价798元）。
奥林巴斯无痛电子胃肠镜检查项目优惠套餐670
元（原价：1440元）”等公益普查援助，其中常规检
查：血常规、心电图、血糖、乙肝相对半、凝血四项
免费检查。每天优惠名额仅限30名。

脱发增发遮盖白发订假发
18年品质 逼真舒适

尚一假发：隐形假发正以燎原之势影响
全国。专业针对：白发不想染发、脱发稀少、
片秃、全秃、化疗脱发等等。
锦江区大业路6号上普财富中心广场C座2009室

028-84161851 84161852 广
告

以“文化+”主导
构建五个产业生态圈

中心城区两江环抱区目前
历史建筑与遗存富集，包括四圣
祠街建筑群等8处集中成片历史
建筑群，王泽浚公馆、杜子明故
居等80处历史建构筑物，9处城
墙遗址和东华门遗址等7处历史
遗存。同时，这里大型文化设施
聚集，小型文化功能不断萌芽，
包括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博物
馆等28处文体类设施。

如何打造该区域？成都市
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以保护
历史文化遗存为基础，以“文
化+”为产业发展主导，融合发展

现代服务业，形成“两轴一环、三
城五坊、一网多点”的总体结构，
构建春熙路商圈、老城文化圈、
宽窄旅游圈、文殊坊文创圈、锦
江生态圈等五个有特色、有品
位、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圈。

宽窄旅游圈
年底前动工宽窄巷子二期

作为成都名片的宽窄巷子，
可能要长“大”啦。

五个生态产业圈之一的宽
窄旅游圈，就将依托于现有的宽
窄巷子项目及周边老少城鱼骨
状街巷肌理保存较好的区域。
该区域范围将着重针对发展旅
游圈要求，以其具备旅游、文化

相关产业形态的优化提升基础，
引导相关产业发展。

同时记者了解到，这个核心
区内拟打造宽窄巷子二期项目，
该区域紧邻宽窄巷子现有项目，
位于宽窄旅游圈核心区西侧及
南侧，主要包括文化体验核心区
和文化演艺区，此后将成为宽窄
旅游圈的核心项目。成都市建
委介绍，宽窄巷子二期项目将力
争于今年年底前动工。

同时，锦江生态圈，将建设
30公里主干绿道 连接两侧商
圈、旅游圈。由少城、大城和皇
城遗址构成的老城文化圈，将其
进行整体的历史文化梳理和挖
掘，历史文化要融合现代文态。

春熙路商圈
设置购物退税柜台

此次打造的春熙路商圈产
业生态圈，将以百年春熙路为轴
心，包含盐市口、大慈寺、天府广
场等区域。

记者了解到，目前星汇广
场、西部文化产业中心、盈嘉大
厦和川报文化创意综合体等正
在加速建设，不断增强商圈发展
后劲。依托太古里、国际金融中
心（IFS）、仁恒置地广场、四川航
空大厦等国际化商业商务载体，
春熙路商圈产业生态圈还将进
一步引导国际知名商业地产开
发商聚集，建设国际化都市商

业地标。
在“国际化”上，商圈内的

主要节点将设置国际游客服务
中心，并建设覆盖整个商圈的
智慧化多国语言导购系统或培
育引进掌握多国语言的商圈导
购员和大型卖场导购员，并设
置专门的购物退税柜台，引领
国际化服务潮流。极力使其打
造成为一个超大体量的国际
化、时尚化、现代化商圈“示范
区”。

参与保护建设
请“老成都”来讲故事

此前，成都市建委已经通过
媒体对中心城区两江环抱区进
行了公开征名，短短几日就收到
了市民和专家提议的“锦官城”、

“天府古城”、“蜀都”、“两江三
城”等300多个名字，经过筛选，
两江环抱区的正式名字将于近
日公布。

现在，为了充分挖掘两江环
抱区的历史文化、更好地保护和
建设这片区域，成都市建委希望
邀请老成都们“讲故事”，故事内
容需和两江环抱区五个产业生
态圈的历史文化有关，既可以是
正史，也可以是民间传说和民
俗。

收集到的故事将被择优选
取，并融入到5个产业生态圈的
保护和建设当中。可能是具化
成文殊坊街上的一座雕塑、在宽
窄巷子印刻成一座石碑，也可能
成为该区域文创产业的灵感源
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4000年前的玉器长啥样？
学术大咖揭秘古蜀玉器密码
“夏后期，金沙、三星堆文化高度发达，绝不亚于中原地区”

成都宽窄巷子要长“大”啦
二期力争年底前动工
“成都中心城区两江环抱区”以“文化+”主导，将构建五个产业生态圈

成都“中心城区两江环抱
区”，由府河、南河、饮马河和西郊
河围合而成，包括少城、皇城及大
城核心区，约13.6平方公里。成
都人熟悉的宽窄巷子、文殊坊、皇
城遗址和春熙路，在这片区域里。

9月21日，成都市规划局正式
发布《成都市“中优”规划优化方
案》，以五环路为界划定“11+2”
中心城区的“中优”范围。而“中
心城区两江环抱区”，将成为“中
优”的先行区、起步区、示范区。

9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成都市建委获悉，未
来，这片区域将建成以天府文化
为特质、以新型业态为载体、文商
旅相融合的城市核心功能区，构
建春熙路商圈、老城文化圈、宽窄
旅游圈、文殊坊文创圈、锦江生态
圈等五个有特色、有品位、有竞争
力的产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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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八千年的玉文化历程
中，古玉器犹如一位从远古走来
的使者，串联起中华文明星光闪
闪的点滴。从中原到西北，从黄
河下游到长江流域，夏商玉器犹
如满天星斗，凝聚了那个时代全
部的精华，折射出地域交往的频
繁，也反映了古蜀大地自古以来
就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城市气
质；而历经岁月打磨的细微痕迹，
则揭示出那个年代的精雕细琢。

参展的夏商时期玉器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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