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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22 点许，一辆白色的车静静地驶入主城。它的目的
地，锁定在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而在它的后箱里，躺着一把
闪耀着青色光芒的矛，其上，错金铭文的“吴王夫差自乍甬矛”
八个字熠熠生辉。而在这把绝世兵器四周的箱子里，还装着包括 68 件
套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 105 件套文物。
昨日上午，经三峡博物馆的批准，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独家获得
一睹这些重量级国宝真容的机会，亲眼看着它们一件件从箱子里被取
出，放进展柜中。
明日早上，这 105 件套来自曾侯乙时代的文物将在三峡博物馆四楼
临展厅内正式亮相，共同拉开为期两个多月的《江汉汤汤 南国之纪
——曾侯与他的时代》展览大幕。展览持续到 6 月 2 日，免费开放。

今天阴一天
明天气温升至28℃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昨日，阳光在晨雾散尽后再次登场。截至下午4
点，我市大部分地区气温都超过了20℃，最暖和
的巫溪达到了26.1℃，主城为20.3℃。
好天气可能要暂停一下。市气象台预计，今
日阴天为主。不过到了明天，
春日暖阳就要放
“大
招”——届时，主城最高气温将升至26℃，全市最
高气温将达28℃。
专家提醒，最近早晚温差较大，务必注意保
暖。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3月28日~6月2日 三峡博物馆

绝世兵器吴王夫差矛
免费展出
吴王夫差矛首次来渝展出
至今仍熠熠生辉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之地，青铜铸造
技术精湛，出产了大量的青铜器物，其中兵
器尤为精美，
“吴戈越剑”名闻全国。然而，
在吴、越众多出土的兵器中，最为人所关注
的莫过于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了。
据展览策展人王麒越介绍，吴人尚武，
干将、莫邪、鱼肠、湛卢诸剑皆是当世盛名
之宝器。吴国兵器一向以工艺精湛，品质
优良闻名于世，其中尤以吴钩声名最著。
汉晋以来，文人墨客多有吟咏。唐代诗鬼
李贺有云：
“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
十州。”在古人眼里，吴钩即为优良兵器的
代表。
有趣的是，作为死对头的夫差矛和勾
践剑，埋藏的位置却仅仅相距了两千米。
王麒越说，吴王夫差矛出土比越王勾践剑
晚了近20年，1983年11月出土于湖北马山
5号楚墓中。这座墓也是一座中小型楚墓，
墓主的身份与出土越王勾践剑的望山1号
墓墓主相当，
两墓相距不足2公里。
这柄青铜铸成的矛长29.5厘米，矛叶宽
约5厘米，形状与短剑相似。中部纵向突起
脊棱，并有血槽。它两刃锋利，斜直向上收
聚成尖峰。骹（筒）部较短，下部铸成燕尾
形。
矛 骹 的 断 面 呈 椭 圆 形 ，骹 孔 直 达 锋
尖。在矛骹上部两面各铸有一个精美的兽
面形钮。矛的通身铸饰与越王勾践剑相似
的菱格形暗纹。矛叶的正面，在靠近骹部
的地方，有铭文八字，
“吴王夫差，自乍（作）
甬（用）剑”。字口错金，至今仍光亮如新。

九鼎八簋中的曾侯乙升鼎
和它的巨大
“汤匙”
也来了
1978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随州
市发掘了擂鼓墩1号墓。这是一座战国早
期大墓，墓主人是一位名叫“乙”的曾国国
君，爵位为侯爵，下葬年代不早于公元前
433年。
墓中文物共出现了208处刻有“曾侯
乙”字样的铭文，因此，习惯上称墓主人为
曾 侯 乙 ，而 这 座 墓 也 更 常 被 称 为 曾 侯 乙
墓。这座深埋地下2400多年的宝库分为
西、北、中、东4个椁室，呈不规则多边形，总
面积达220平方米，共出土了15000多件文
物，其中，由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编钟、
编磬、琴、瑟、排箫、篪等组成的交响乐团，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博物馆和音乐厅。
许多未必声名显赫的玉器、漆器，也以
精湛的工艺和奇特的外形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曾侯乙墓为我们完整再现了古代贵族礼乐
制度中的钟鸣鼎食以及先秦时期的生活场
景，也改变了人们对先秦时期中国南方文
化的认识，在世界音乐史上留下了浓重的
一笔。
此次来到重庆的升鼎，就是曾侯乙墓
出土的9件铜升鼎之一。
王麒越说，青铜器在刚刚铸造好的时
候，其实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青色，而是闪闪
发光的金色，这件束腰平底，两耳弧形外
撇，
下有3个兽蹄足的升鼎也不例外。
出土时7件鼎中还残留着牛、羊、猪、
鸡、鱼等动物骨骼。9件铜升鼎，搭配8件铜

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东南部阵雨，东北部
分散阵雨，其余地区阵雨转阴天；气温10～23℃。
主城区，
阵雨转阴天，
15～20℃。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东部地区小雨转阴
天，东南部局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转多云；气温
11～27℃。主城区，阴天转多云，
15～25℃。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气温
9～28℃。主城区，
多云间晴，
15～26℃。

吴王夫差矛。

簋，象征着曾侯乙作为一国之君的尊贵身
份。
而随着升鼎来到重庆的，还有同时出
土的一把巨大“汤匙”，这把名为“嵌绿松石
匕”的巨大汤匙，需要人双手齐握才能稳稳
托起，它的柄部前段正面有铭文“曾侯乙作
持用终”，后端有镂空纹饰。铭文和镂空纹
饰均用绿松石镶嵌。

春秋战国青铜铸造艺术巅峰之作
192公斤的建鼓座来了
要说这次来渝的文物中最重的一件，
就数192公斤的建鼓座了。代表了春秋战
国时期青铜铸造艺术巅峰的作品，在被抬
出箱子时，整整动用了5名工作人员。
来到三峡博物馆展厅的这件建鼓座，
结合了分铸、铸接、铜焊、镶嵌等工艺，由8
对镶嵌着绿松石的大龙簇拥着中心圆柱，
圆雕的群龙身上盘绕着数十条小龙，首尾
呼应，相互缠绕，给人纷繁缭乱、变幻莫测
又舒展开朗、生动有序的奇特感受，圆座的
外沿有4个对称的铜环提手。
整个鼓座远看像一盆熊熊燃烧的火
焰，近看似乎是阵阵鼓声惊醒了群龙，达到
视觉与听觉的完美统一，是目前考古所见
最精美的一件先秦时期建鼓座。
王麒越说，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有两个
高峰期。第一个是商代后期，代表器物是
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别是一些从
殷墟富豪墓出土的青铜器非常精美。大
件器物如司母戊大方鼎非常著名。不过，
司母戊鼎虽然大，从工艺上讲并不是很复
杂。
第二个青铜器发展的高峰期出现在春
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这一时期的代表器物
是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青铜器。该件
建鼓底座正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从
铸造工艺来讲，该器采用传统的范铸法制
作，并非一次浇铸完成，而是分段铸造，然
后焊接起来。该件鼓座上粗壮龙身绕来绕
去，不像其它纹饰细小，分制之后焊接也有
难度，
最后成形非常不易。
很多冶金专家在细致研究过它后，都
认为该器是春秋战国时代青铜铸造艺术的
巅峰之作。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许多
国宝都有惟妙惟肖的复制品，但该件建鼓
底座由于工艺复杂，铸造工艺无法复原，至
今没有替代品出现。

兽面纹鼓。

编钟。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祺）
25日下午，巴渝工匠2020高技能人才国际合作共
培项目暨第二批赴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归国留学生
欢迎会在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举行。同时，第
三批赴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12名留学生也即将
启程。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是集职业技术学院和工业
技术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教育培训中心，也是世界
技能大赛汽车项目澳大利亚区域性培训基地，具
有先进的技术理念、雄厚的师资队伍和一流的硬
件设施。
赴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留学生学满一年，通
过毕业考核可取得欧盟认证的汽车维修服务二级
证书。
此次回国的18名留学生，作为国际化技能人
才培养对象公派出国留学，
主攻汽车维修技术，
都
取得了欧盟认证的汽车维修服务二级证书。留学
生王小权说，
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
他们基本克服
了语言障碍，
“在4S店实习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态
度和服务质量获得了当地人的一致好评。
”
第三批赴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留学生共有
12人。其中，3人是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9人是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的学生。他
们全部是通过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专业技能考核
和英语雅思成绩，才能被选进“巴渝工匠2020高
技能人才国际合作共培项目”
。
截至目前，
“ 巴渝工匠2020高技能人才国际
合作共培项目”已开展3年。重庆五一高级技工
学校（重庆五一技师学院）暨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培养赴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留学生累
计达41人。
此外，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暨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培养的赴英国华威学院的留
学项目也将于今年启动。

考了五次才拿到驾照
一场聚会就
“丢”
了

升鼎和嵌绿松石匕。

2000多年前的烤鱼盘和如今用的
大同小异 出土时里面还有鱼骨
在众多精美的青铜器中，一个普通的
炉盘可以算是最不起眼的一件了，但是，这
套炉盘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它向人
们充分展示了曾侯乙的美食生活。
王麒越说，此次来到重庆的这套铜炉
盘，是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曾侯乙用来烤
鱼的器物，炉盘之间以4只兽形足相连，上
方是一个浅腹圆盘，盘腹两侧各有两个环
钮，套接一副提链，出土时盘内残存鱼骨，
盘底有烟炙的痕迹。
盘下方为炉，带有3个矮足，盘底有13
个长方形穿孔用于通风，出土时炉内还装
有木炭。从盘底损耗的程度来看，这套器
具的使用相当频繁。
“看着这个炉盘，我们不难想象在天寒
地冻的冬天，曾侯乙在温暖的室内围坐在

重庆技校生也能出国留学
去澳大利亚学习汽车维修

炉盘。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炉盘边，一边吃着美味的烤鱼，一边用炭火
取暖，是多么温暖惬意呀。”王麒越笑言，就
算这个看着不起眼的青铜炉盘，也是目前
发现最早的煎烤食物的青铜炊具。
王麒越说，从炉盘的形状和出土时的
状况表明，它是从先前的青铜煎盘和青铜
燎炉合二为一发展而来。曾侯乙墓饮食类
青铜器上的铭文和纹饰显示，这件青铜器
有可能为楚惠王为报救父之恩而送给曾侯
乙的一件国礼。用其制作的“煎鲫鱼”，正
是《楚辞》所唱诵的楚国珍馐
“煎鰿”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遥）
“求求你们了，能不能不要注销（驾照），我考了5
次才过的……”几天前的周末，秀山女子小文（化
名）被交巡警查酒驾后，苦苦哀求。由于她刚拿到
驾照半年多，还处于实习期，因此，这次酒驾会将
她好不容易拿到手的驾照注销掉。
上周周末，家住秀山的小文傍晚参加朋友的
聚会，
席间喝了一点点酒。因为很高兴，
而且想到
距离家不远，
小文于是抱着侥幸的心态，
开车准备
回家。当天傍晚7点40分左右，小文开车行驶至
秀山县城渝秀大道边贸路口时，被正在执勤的秀
山交巡警大队中和公巡中队民警拦下。
经过呼气酒精检测仪检测显示，酒精含量为
65mg/100ml，已属于饮酒驾驶。
当民警告知小文：
“因饮酒驾驶将被记12分，
并处罚款1000元，因取得驾驶证不满一年，属于
实习期内，驾驶证也将被注销。
”小文慌了起来，
连
忙向民警
“求放过”
。
“警察同志，罚款我认，能不能不注销，考了5
次才过！”
小文向民警诉苦说，她在考驾照时，
科目一都
考了两次，科目二也
“挂”
了几次。前后加起来，
第
五次考试才拿到驾照，
像她这样的女司机
“很不容
易”。
民 警 发 现 ，小 文 的 驾 照 是 去 年 7 月 才 拿 到
的。小文继续求情说，自己平时驾驶都比较小
心。可能是当晚太高兴了，
这才放松了警惕，酒后
驾车回家。
民警拒绝了小文的请求，并对其进行了批评
教育。好不容易考来的驾驶证就这样被一念之差
亲手
“葬送”
了，小文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