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贵文物见证峥嵘岁月

“一条大河波浪宽——新
中国70年民间记忆展”将建川
美术馆辟为展厅，展览面积
2000余平方米。展览以新中
国发展历程为线索，划分为七
个展区，从1949年至2019年，
一年作为一个展览单元，一年
提炼一个年度主题，从民间记
忆的角度介绍了新中国70年
的伟大成就与人民生活的日新
月异。

本次展览展出了近3000幅
历史图片与2200件珍贵文物，
其中包括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任乃强手绘巴
塘至拉萨路线图、解放西藏纪
念章模具、“建设国防”瓦当等
15件国家一级文物，“四川三线
建设领导小组”印章等2件国家
二级文物，以及10件国家三级
文物。展厅嵌入了多处多媒体
设计，收录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第一》等大型纪录片。

馆长樊建川充当讲解员，
为第一批进馆的观众带来了热
情洋溢的讲解。这个筹备历时
4个多月的展览，耗费了他很多
心血。他对展览上的许多文物
如数家珍，1948年12月1日印
制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上印有

“伍元水牛图”、“贰拾元打场
图”，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
马寅初的笔记和眉批书籍，开
国将军王宗槐的一级独立自由
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
勋章、证书以及受衔时穿的礼
服……这些文物见证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走过的峥嵘岁月。

时间长河里的民间记忆

70年，日新月异，国家繁荣
昌盛。70年，春华秋实，人民富
裕安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
吹稻花香两岸。”开展仪式上，
樊建川动情地说，这是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民披荆

斩棘乘风破浪的七十年，更是
一个古老民族辞旧迎新脱胎换
骨的七十年。此次“一条大河
波浪宽——新中国70年民间记
忆展”，是以展览的方式对新中
国华诞的隆重礼献。

展厅里众多黑白照片，纪
录了老百姓与祖国共成长的
独家记忆。比如80年代的女
性身着花格子衬衫、烫着大波
浪发型，洋溢着那个时候的时
尚气息；90 年代的黑白电视
机、双卡收音机等老物件，让
观众产生了穿越之感。中国
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陈
巧茹、“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
者米瑞蓉、改革开放40周年百
名杰出民营企业家李飚都在
这个展厅里找到了自己的照
片，一时感慨万千。还有许多
带着孩子参观的游客，指着展
厅里的老照片和老物件，讲述
过去的故事。

“新中国 70周年了，这个
70年，我经历了62年，相当于

是与祖国共成长的一代人。
70年，风云激荡，作为一个改
革开放的见证者和感恩者，我
想办一个展览来记录这 70
年。”樊建川说，展览从一个普
通老百姓的角度，以小见大，
以窄见宽，以轻见重、以点见
面，依序回顾和展示这七十年
走过的峥嵘岁月。他用了一
个“乡土味”很浓的主标题，一
条大河波浪宽，用时间长河，
收藏民间记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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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当地时间6月26日，第13届全球乳制品
大会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会上颁发了

“2019世界乳品创新奖”，君乐宝乐铂K2儿
童成长配方奶粉和“悦鲜活”牛奶凭借其在保
护儿童视力和生产工艺创新方面的卓越表
现，分获“最佳儿童乳品奖”和“最佳工艺创新
奖”两项大奖。

这是继6月3日君乐宝旗帜婴幼儿配方
奶粉第三次蝉联“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特
别金奖”并被授予国际高质量奖杯后，君乐
宝在一个月内再次斩获世界大奖。

君乐宝高品质产品
一个月内两次斩获世界大奖
“世界乳品创新奖”评选已成功举办十三

届，由英国权威行业媒体FoodBev Media
发起，是国际乳品行业最为重要的奖项之一，
旨在表彰各类别乳品的创新行为与卓越表
现，筛选出表现最佳的产品。君乐宝乐铂K2
儿童奶粉、“悦鲜活”牛奶首次参评，就从来自
19个国家22个品类的167个参赛产品中脱
颖而出，通过多轮严格评选摘得“最佳儿童乳
品奖”和“最佳工艺创新奖”两项大奖。这不
仅是对乐铂K2儿童奶粉和“悦鲜活”牛奶品

质的高度认可，同时也是君乐宝对消费者的
品质承诺。

君乐宝乐铂K2儿童成长配方奶粉是国
内首款添加玉米黄质的儿童奶粉，其配方中
创新性地特别添加了作为“智视元”的玉米黄
质、叶黄素，以及作为“茁壮元”的酵母β-葡

聚糖等营养元素，帮助儿童在成长发育的关
键期，提供视力保护，促进健康成长。

君 乐 宝“ 悦 鲜 活 ”牛 奶 独 家 使 用
INF009STM技术，通过0.09秒的超瞬时精准
加热牛奶和智能温控，更多地保留了α-乳
清蛋白和乳铁蛋白等生物活性蛋白质。

君乐宝高质量发展
引领国产奶粉反超进口产品
君乐宝奶粉自2014年4月上市销售，就

以“国际品质、国际价格”定位引发行业巨震，
被称为行业“搅局者”；随着君乐宝奶粉迅速
获得消费者认可，并带动国内市场奶粉平均
价格逐步下降、回归合理，被专家称为行业

“破局者”。而随着以君乐宝为代表的国产奶
粉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反超进口品牌，君乐宝
已经成为国产奶粉崛起的“引领者”。

君乐宝坚持走高质量发展路线，创新
“四个世界级模式”和“全产业链生产模式”，
生产世界级品质的好奶粉。其中，君乐宝旗
帜首创的“养殖加工全产业链一体化模式”，
从挤奶到加工只有不到2小时，最大限度地
保留奶粉中的天然活性物质，代表国产奶粉
在全球奶粉业率先开创“鲜活”奶粉品类。

君乐宝奶粉对品质的严苛把控获得了国
际、国内的高度认可：君乐宝在全球奶粉行业
第一家通过了食品安全全球标准BRC A+顶
级认证；作为唯一内地奶粉品牌登陆香港、澳
门市场销售；君乐宝旗帜奶粉连续三年蝉联

“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特别金奖。去年
11月，君乐宝获得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殊荣，这也是中国乳企首次获得中国质量领

域的最高奖项。自2014年上市销售以来，君
乐宝奶粉已连续四年产销量翻番，进入奶粉
行业第一阵营。

君乐宝乳业集团副总裁、奶粉事业部总
经理刘森淼表示，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
粉，是君乐宝的初心和责任。下一步，君乐宝
将继续推进奶业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产品
品质，创新奶粉品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国产奶粉品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喻奇树

国产奶粉的领军英雄 君乐宝一月两获世界乳品大奖

三次进球无效，苏亚雷斯失
点！6月29日，在2019美洲杯
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乌拉
圭队在点球大战中以4：5不敌
秘鲁队，无缘四强。

当秘鲁队最后一名球员将
点球稳稳罚中，被冲上来的队友
团团围住，疯狂庆祝的时候，坐
在中圈的乌拉圭队头号射手苏
亚雷斯已经泣不成声。

作为点球大战中的首位主
罚者，其背负的心理压力和承受
的思想负担可想而知，可惜苏亚
雷斯罚出的点球角度不够刁钻，
被猜对方向的秘鲁门将用躯干
挡出。

本届美洲杯的赛制规定，四

分之一决赛如果双方在90分钟
内打平，那么比赛直接进入点球
大战，只有在半决赛和决赛中，
才有加时赛。本届美洲杯的4
场四分之一决赛，有3场最终是
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负的，而在
罚失点球的球员中，苏亚雷斯名
气最大，但是他们的痛苦与自责
都是相同的。

苏亚雷斯率领的乌拉圭队
在赛前就被普遍看好，尤其是在
小组赛中击败卫冕冠军智利队
之后，更是让外界的期盼更高。
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被实力稍
逊于自己的秘鲁队在90分钟内
逼平，并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被
击败，止步八强，这一巨大的落
差和苦涩的失利让苏亚雷斯和
乌拉圭队的球迷们难以接受。

苏亚雷斯的泪水，可能是来
自自责。此前他在接受采访时，
就表达出希望能够带领天蓝军
团再次捧杯的愿望。乌拉圭队
上次获得冠军是在2011年的阿
根廷美洲杯上，决赛中正是苏亚
雷斯的一传一射，帮助球队获
胜，并且使得乌拉圭成为历史上
美洲杯夺冠次数最多的国家。
本场比赛的失利，让苏亚雷斯多
了“壮志未酬”的伤感。

虽然苏亚雷斯经常被球迷
称为“演技派”，嘲讽他有时在球
场上的“短路”表现，但是本场比
赛苏亚雷斯的泪水却是真实的，
令人动容。

据新华社

乌拉圭队球员苏亚雷斯（左
一）在比赛结束后。

2019年6月30日至8月18
日，“长乐未央——历代锦绣珍
品特展”在蜀锦织绣博物馆免
费对公众开放。展出内容以历
代珍贵织锦、刺绣文物为主。
旨在向参观者重现汉唐织锦发
展鼎盛时期的繁华，及彰显历

代锦绣风貌。
本次展览的主题中，“长

乐”取自东汉著名蜀锦“长乐明
光锦”，寓意“吉祥、平安、快
乐”，而“未央”则表达“未已”之
意。

展览期间，“汉·绣花经锦

缘边护膊”“南北朝·褐地对
龙对凤纹经锦片”“南北朝·
红地绸辫绣新月纹经锦缘边
带”等珍稀锦绣文物将带领
大家重新领略成都锦官城的
繁荣。

其中“汉·绣花经锦缘边护

膊”的外观形状，与新疆尼雅遗
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锦相
似，两者属于“撞脸”，再一次证
明了成都在中国织锦业上不可
或缺的地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闫雯雯

四年的蜕变
“善于从对手身上学习”

四年前，中国队在加拿大
世界杯小组赛中，以1：0击败
当时世界排名要比自己高出
四位的荷兰队。那场比赛中，
中国队以 60%的控球率掌控
比赛，射门次数以 27：8 压制
对手。中国队那届杯赛最终
打入八强，而当时是第一次参
加世界杯的荷兰队止步 16
强。

在这次淘汰意大利队的八
强战中，荷兰队433体系的中场
球员斯皮策，用两次精准的任意
球，助攻队友连续头球破门。而
她也在四年前参加了对中国队
的比赛。

“确实，我记得4年前与中
国队的比赛，我们赛前也想过，
也许在这个阶段可能会碰到中
国队。”这名29岁的中场核心
说。

“我们取得进步一方面是因
为苦练。另外大家在一起训练
学习，从过去的失误中发现问
题，尤其是哪些细节需要改进等
等。还有就是与队友在一起要
多多交流。这些都是我们进步
的关键所在。”

范费嫩达尔是荷兰队29日
的场上队长。作为守门员的
她，四年前曾经接受过中国队
员 27 次射门、10 次射正的考
验。

“我们善于从别的对手身上
学东西。”这名29岁的主力门将
说。

职业化锻炼
“踢球的女孩越来越多”

“荷兰女足充分利用了过去
四年时间来提高。其中一方面，
我们国家队很多球员目前都在
欧洲大牌俱乐部踢球，而随着女
足职业联赛水平的提升，大家获
得锻炼都很大。”

如这位荷兰队长所言，当天
该队首发球员中，有四名来自于
英超的阿森纳女足队，一名来自
于法甲的欧冠冠军里昂女足，还
有两名来自于西甲巴萨女足。而
这些球员恰恰撑起了球队的“中
轴线”，其中包括头号射手米德
马、边锋马滕、中场球员范德东
克，以及后防中坚范德格拉特等。

正是有了这一批球员，荷兰
队在2017年于本国举行的欧锦
赛上爆冷夺得冠军，那也是队史
首个大赛冠军。

“的确，如你所说，2017年
夺得欧锦赛冠军堪称里程碑。
我们现在仍受益于那次夺冠的
经验，它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在世
界杯这样的大赛上发挥得更
好。”范费嫩达尔说。

主力中卫范德格拉特也参
加了四年前与中国队的比赛。
她在29日赛后表示，荷兰女足
运动的普及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荷兰踢球的女孩越来越
多，一些球员都已成长到一线队
来，对我们是补充。而且在夺得
欧锦赛冠军后，国内关注女足的
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这四年来荷
兰女足是整体在进步。”

据新华社

关注2019法国女足世界杯

四年前曾完败于中国
荷兰女足为何脱胎换骨？

点球踢不进
苏牙“哭”回家

一条大河波浪宽……
快来建川博物馆
搜寻你的独家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套
人民币长啥样？开国将军的一级勋
章如何光彩夺目？这些70年以来的

点滴记忆，都可以在建川博物馆的“一条大河波浪
宽——新中国70周年民间记忆展”上找到答案。

6月30日，由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与建川
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一条大河波浪宽——新中国
70周年民间记忆展”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开展。近
3000幅历史图片与2200件珍贵文物，将展览面积
超过2000平方米的展厅布置得像一个年代秀，带
领观众走进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壮丽画卷。

荷兰女足在6月29日的比赛中，2：0完胜淘汰
中国女足晋级八强的意大利队，历史首次杀入了
女足世界杯四强。是役，荷兰队的首发11人名单
中，有7人同样在四年前的上届世界杯小组赛上首
发，并完败于中国女足，她们甚至连位置都基本一
样。赛后，三位“橙衣军团”的球员谈到了四年来
进步神速的秘诀。

“长乐未央”锦绣大展开展
“汉代护膊”撞脸“五星出东方”

馆长樊建川（左一）为第一批进馆的观众客串讲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