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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已超前于规划

去年12月3日，在联合国新一轮
气候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指出，当前各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已不
足以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2030年
气候目标，需将现有水平提升3倍，才
能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
的目标，若想实现1.5℃度目标，各国
的自主减排承诺则需提升5倍。

“然而，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目标，难以满足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升
级的需要。”刘汉元说。

刘汉元指出，国家有关部门针对
可再生能源发展先后出台的三份重要
规划文件，包括《可再生能源发展“十
三五”规划》、《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
2016-2030》，都为我国2020年非化
石能源消费占比设定了15%的奋斗目
标。

截至2017年底，非化石能源消费

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已达到
14.2%，已经非常接近2020年15%的
目标，这距离三份规划文件出台仅一
年时间。同时，2007年，国家在规划
光伏产业发展目标时，提出2020年装
机总量达到180万千瓦。此后历经4
次调整，最终确定到2020年底太阳能
发电不低于1.1亿千瓦。但截至2018
年底，我国光伏装机总量就已达1.7亿
千瓦。

“不难看出，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
的发展远远走在了规划前面。”刘汉元
说，及时调整并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无论从积极引导
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还是加快推动
我国能源革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都具有十分紧迫且重要的意义。

建议
制定更积极的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而且据我们调研了解，当前全球
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纷纷制定并不断提
升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刘汉元说。

例如，美国经济总量最大、能源消
费量最多的加州，2017年已提前3年
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超过33%的
目标，计划到2030年一次能源50%以
上来自可再生能源、2040年达到
100%，并于去年9月再度立法将2030

年的目标提前到2025年完成；德国
2017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
到33.1%，计划到2050年实现总发电
中可再生能源占80%以上；法国计划
到2050年全国电力全部来自清洁能
源。英国于2015年12月关闭了最后
一家煤矿，并宣布近期将关闭国内所
有的燃煤电厂，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开
创煤电使用的国家，或将成为第一个
告别煤炭的国家。刘汉元说，上述国
家无一例外，光伏发电都是其可再生
能源的第一主角，每个国家使用的大
都是中国制造的光伏产品。

“事实上，目前以光伏为代表的
可再生能源，已经完全具备了快速
发展、实现能源根本转型的总体条
件。”刘汉元指出，麦肯锡的研究报
告显示，中国光伏产业一骑绝尘，遥
遥领先于美欧日韩，牢牢执住了行
业发展的牛耳，成为比肩高铁的“国
家名片”之一。

因此，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刘汉元
将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我国能源革命
的重要指示，制定更积极的可再生能
源发展目标，非化石能源占比2020年
达到20%、2030年30%、2050年超过
50%；二是制定具体可操作的配套实
施方案，增强规划执行的刚性；三是减
免可再生能源税费，加快我国能源转
型步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建议制定更具前瞻性的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备受瞩目的全国两会即将
拉开帷幕，全国人大代表、通威
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今年继
续认真履行职责、恪尽代表职
守，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
意。

今年刘汉元主要针对制定
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
目标、减轻光伏产业税费负担、
释放市场流动性、降低水产行业
税费负担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
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并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其中，关于明确可再
生能源发展方向，制定更具前瞻
性发展目标是他今年重点关注
的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3月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获悉：由四川省歌舞剧院倾
情打造、著名导演刘凌莉执导的中
国首部大型诗乐舞剧《大国芬芳》，
作为献礼新中国70周年华诞的精
品剧目，应邀于3月6日至7日，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两场。

日前，记者来到省歌舞剧院采
访。几十位舞蹈演员正在和北京
来的著名舞蹈家张傲月、宋洁、张
娅姝、李祎然等认真排练。院领导
常艺和导演刘凌莉在现场一边指
挥排练，一边和演员们进行舞蹈的
细节修改。整个排练，演员情绪饱
满、创作激情高。

《大国芬芳》曾于去年在成都
演出5场，场场爆满。该舞蹈作品
以中国酒文化和酒故事为题材，将
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今天、舞蹈与

诗歌、音乐与美酒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以诗乐舞形式呈现于舞台。

《大国芬芳》总导演刘凌莉是
国家一级导演，副导演是吕勇，领
衔主演为青年舞蹈家张傲月、宋
洁、张娅姝、李祎然、王家鑫；作曲
由业内大师级作曲家林幼平、蓝
天、祁岩峰、刘党庆亲自操刀；舞
美设计由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大师
张继文担纲，中国著名配音大师
徐涛担任朗诵，水准可见一斑。

2月4日，除夕夜，《大国芬芳》
中的片段《英姿》作为猪年央视春
晚压轴节目演出，赢得了全国观众
的好评。

《大国芬芳》领衔主演宋洁告诉
记者，“我们几个北京来的舞蹈演员
都喜欢成都，喜欢喝四川的酒，更喜
欢四川的文化，这次我们有幸和四

川省歌舞院的艺术家们一起合作，
要把这部反映中国诗酒文化之美的
舞蹈作品，在北京首演成功。”

几位北京舞蹈艺术家对自己
在剧中的舞蹈服装进行了深层次
的解读：“剧目中有许多具有中国
风代表的元素，例如京剧、水袖、团
扇、翎等，设计非常精致巧妙，但同
时我们也创新地将现代元素融入
其中，十分有意思。”

《大国芬芳》以诗乐舞“三位一
体”的舞台艺术形式展开，还原中
国历史上恢弘的酒宴盛景，呈现东
方美学精神意涵，让悠远的中华传
统文化同当今时代引发共鸣。

刘凌莉导演说：“为了这个文化
创意，我们的团队整整策划了一年，
舞蹈演员苦苦排练了4个多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恩湖

省歌舞剧院《大国芬芳》将赴京公演

考古学家卜工做客金沙讲坛揭秘古蜀文明之谜：

三星堆蒙面铜人是何方神圣？
他们都是从事祭祀工作的巫师

武磊打入西甲处子球
时隔十年中国球员再次斩获五大联赛进球

2021年世界大运会

正式落户成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 邱静静）3月 2日，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俄罗
斯当地时间3月1日，国际大学生
体育联合会在俄罗斯召开执委会
会议。经过不公开内部评价，国
际大体联、中国大体协和成都市
签署三方协议，标志着成都正式
获得2021年第 31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举办权。目前，2021
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成都筹
委会基本确定田径、游泳、篮球等
18个比赛项目和41个比赛、训练
场馆。

3月1日上午，国际大学生体
育联合会执委会会议在俄罗斯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举行。成都市委
副书记、市长、第 31届世界大运
会成都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罗强
专程前往，并代表四川省、成都市
与国际大体联、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在会上正式签署 2021 年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
办合同，这也是成都乃至中国西
部地区成功申办的首个世界级
综合性运动会。国际大学生体
育联合会主席奥列格·马迪钦，
中国教育部学生体协联合秘书处
秘书长、中国大体协主席薛彦青
出席并签约。

“成都的发展理念是全球性
的、国际化的，同时也是绿色的，这
跟世界大运会的理念完全契合。
这也说明，我们选择成都是非常明
智的。”奥列格·马迪钦明确表示，
从场馆硬件设施建设到历史文化、
体育氛围，“成都的方方面面都让
人信心十足！”

签约仪式前，成都市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向国际大体联作了陈述
报告。国际大体联世界夏季大运
会主任马克·范登帕斯作评估报
告，对成都筹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
价。

解千古之谜
蒙面铜人是古蜀文明亮点
卜工认为，古蜀文明的巅峰是三星

堆遗址、金沙遗址所呈现出的壮观与辉
煌，它像灯塔一样照亮长江乃至西南地
区，是中华文明坐标体系中崭新的亮点，
是中国古礼的历史丰碑，是中华文明史
上灿烂的篇章。

“我们今天说到的古蜀文明和早期
中国这两个概念，都不是来自历史文献
记载，而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它们是
深藏地下的无字天书，是尘埃遮掩的光
辉岁月，是科学发掘的鲜活历史。”卜工
介绍，古蜀文明独树一帜。以往，人们只
了解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以为那就是
中国古代青铜的全部，但宝墩遗址、三星
堆遗址、金沙遗址相继被发现，让世人发
现中华文明还别有洞天。

三星堆的青铜器是古蜀礼制的集中
代表，900多件青铜礼器之中，能够反映
古蜀文明和中原有联系不假，但古蜀文
明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和与众不同的发展
道路。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古蜀文明的
核心是等级制度，而古蜀祭典尽显古礼
精髓，因为当时的祭祀是国之大事，举国
之力，绝非民间活动。

“三星堆祭祀坑几乎所有的人物都
躲在面具后面，他们有的站立，有的全身，
有的只有头像，但面部表情却千人一面，
这些蒙面铜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卜工解
读，青铜礼器端庄肃穆，这些疑点正是古
蜀文明的亮点。

卜工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
不仅关注青铜器的类型，也关注流行发
饰、穿衣戴帽等细节。他进一步研究发
现，这些青铜人像的头型、发饰、耳环、鞋
子都男女有别。“这些青铜人像不是古蜀
祖先，而是从事祭祀工作的巫师。整个
祭祀活动有固定的仪式程序，规范的礼
器标准，都是国家祭祀的最高规格。”

谈历史贡献
古蜀文明尽显中华传统精髓
谈及古蜀文明的历史贡献，卜工表

示，古蜀文明的精彩内容与长江文明
血肉相联，这就是大江传统的含义。
在学术界，河南殷墟遗址的发掘被誉为
中国考古史的基石，是中华文明的丰碑
和历史坐标。古蜀文明同样如此，其意
义集中体现在中国古礼的类型方面，
它与夏商文明比肩同行，力挽长江文
明之独特传统，开西南地区文明之先

声，光照千秋。
在卜工看来，古蜀文明的原生性特

征是主流、本质及要害。三星堆遗址、金
沙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古蜀文明的核
心是礼制的精彩与高度，当时的祭祀是
国之大事，出土文物的形制表明，古蜀祭
典尽显中华传统的精髓。

卜工评价说，古蜀文明的精髓是礼
制的发生发展、成熟完善。古蜀文明是
中华传统文化和早期中国古礼发展的辉
煌成就，是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近万年律
动与积累的必然结果，与黄河文明相伴
相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古蜀文明的
高度与辉煌本身就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的
历史见证，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拥有
独立起源，底蕴深厚，文化复杂，影响深
远，体量庞大，纵深辽阔。

“中国古代文明从满天星斗开始不
断放射出礼仪之光，不同文化接力传承，
到西周时期终于汇成多元一体的礼制大
系。历史证明，礼制的发生发展、成熟完
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经历，是中国
古代文明起源的基本脉络，是中华文明
的核心特色。”最后，卜工教授用一句话
总结这场精彩的学术讲座：“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长江流域傩礼故乡。考古解密
蜀王大典，巅峰时刻绽放辉煌。”

卜工先生为广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暨南大学兼职教授。他
追随张忠培先生，致力于汉代以
前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著有《文
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和《历史选
择中国模式》，参加《晋中考古》
《忻州游邀》等考古学专刊的编
写，特别关注中国早期历史的研
究。

人 /物 /名 /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
星堆遗址两个埋藏坑的发现，揭开
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其中出土
的人像、头像、神坛、神树等各种造
型奇异的青铜器，以及面具、权杖、
动物形饰等多种制作精美的金箔制
品震惊海内外。本世纪初，成都金
沙遗址发现后，随着太阳神鸟金箔
片、金面具、金冠带、青铜立人、石
虎、石人等重要文物陆续现世，同时
揭露出大量礼仪性的玉器、铜器埋
藏坑，古蜀文明又一段璀璨的历史
钩沉浮现于世人面前。而古蜀文明
与早期中国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3月2日下午，广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第
五届理事会理事、暨南大学兼职教
授卜工做客金沙讲坛，揭秘古蜀文
明之谜，解读古蜀文明与早期中国
的关系。本次讲座是2019年度金
沙讲坛的首场讲座，讲座消息一经
推出，门票立刻被网友秒杀，近500
名观众在成都博物馆聆听了这场文
化盛宴。

此次做客金沙讲坛，卜工从考
古改变发现历史、古蜀文明独树一
帜、蜀王祭典解读悬疑、文献记忆经
典举例、历史坐标灯塔意义等五个
方面入手，借助考古成果为市民解
密蜀王大典，展现古蜀文明巅峰时
刻绽放的辉煌。

武磊（右）和对手争顶。新华社发

考古学家卜工做客金沙讲坛，解读古蜀文明与早期中国的关系(成都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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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
（金沙博物馆供图）

3月2日进行的西甲联赛第26
轮比赛，西班牙人队主场迎战巴拉
多利德，比赛第64分钟，西班牙人
队前锋武磊攻破对方球门，打入自
己登陆西甲联赛的处子球，帮助球
队3：1锁定胜局，武磊由此成为首
位在西甲赛场进球的中国球员。
这也是时隔十年后，中国球员再次
在五大联赛斩获进球。

比赛仅仅开始30秒，西班牙
人队就闪电进球，但巴拉多利德在
第16分钟扳平比分。首发出场的
武磊表现非常积极，不停地穿插跑
动接应队友。但由于西班牙人队
主攻右路，主要在左路活动的武磊
上半场并未获得太多机会。

易边再战，第54分钟，西班牙
人队发出任意球，武磊跳起争顶吸
引了对方两名防守队员，队友埃尔
莫索后点破门。高光时刻发生在
比赛第64分钟，武磊反越位成功，
在禁区边缘接到达德尔的直传球
单刀突入禁区，冷静地面对门将推
射破门，3：1。这粒进球显示了武
磊敏锐的门前嗅觉和灵动的跑位，
进球之后他非常兴奋，与队友拥抱
庆祝。

这是武磊留洋生涯的第一粒
进球，他成为继杨晨、孙继海、邵佳
一和郑智之后，第五位在五大联赛
进球的中国男足球员，也是时隔

3731天后，中国男足球员再次在五
大联赛斩获进球。上一次还要追
溯到2008年12月13日，邵佳一在
德甲科特布斯1：1战平勒沃库森的
比赛中打进一球。

比赛第83分钟，主教练换下表
现出色的武磊，让他接受主场球迷

的掌声。登陆西甲34天，第三次
首发就迎来首粒进球，武磊的表现
没有辜负西班牙人队和中国球迷
的期待，刚刚身价才涨到500万欧
元，创造了中国球员历史新高的武
磊，身价看来又要飙升了。

西班牙媒体赛后对武磊的表
现赞不绝口。《马卡报》以《武磊创
造历史：中国球员西甲进球第一
人》为题发文，肯定武磊是“赛季下
半程的惊喜之一”。文中称：“一开
始，由于他来自一个竞争力较弱并
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联赛，人们对
他的能力产生了不少疑问，但他的
适应之快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如
今他已由西甲出场时间最多的中
国球员成为第一个在西甲斩获进
球的中国球员，并进入西甲的历
史。”

《先锋报》称：“这名球员在场
上展现出了技术、速度，以及与达
德尔之间的良好化学反应。这个
进球证明了这名在1月转会市场上
加盟的中国边锋来到欧洲赛场后
的成长及适应能力。”

《世界体育报》则在标题中将
武磊与本场扑出一记点球的西班
牙人队门将迭戈-洛佩斯并称为球
队的英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综合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