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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响水 3 月 24 日电 （记者
朱国亮）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特大
爆炸事故善后处置指挥部24日召开第
三场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截至24日12时已累计有59名住院救
治伤员出院。

据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李少冬介
绍，截至3月24日12时，盐城市16家
医院共有住院治疗伤员604人，危重症
19人，重症98人，留院观察142人，累
计出院59人。

李少冬说，这次爆炸事故救援
中，直接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达4500
多人，救护车 116 辆。救治过程中，
按“集中重症、集中资源、集中专家、
分级收治”的原则，将危重症和重症
伤员迅速转运至三甲医院集中收治，
中轻度伤员安排在响水及周边县级

医院治疗。
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从协和医院

等著名医院抽调韩德明等3名院士在
内的16名顶尖专家赶赴盐城指导救
治，江苏省卫健委也从省人民医院、中
大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徐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和南通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抽
调65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据介绍，截至24日12时，在这次
爆炸事故伤员救治过程中，国家、省级
专家会诊达1579人次，抢救危重症伤
员103人次，开展手术219台。对危重
症和重症伤员，均实行“一人一小组”

“一人一方案”的救治模式。
李少冬还介绍，在急救的同时，针

对伤员、家属、参与救援人员的心理干
预工作也同步开展，以期努力减少伤员
和亲属的心灵创伤。

响水“3·21”爆炸事故已有59名伤员出院

横跨6个世纪，飞越半个地球，包
括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艺术家的175件画作、雕塑等艺
术精品，即将从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
空降山城重庆。

由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携手意大利
贝利尼博物馆、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和
北京三盟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袂
献上的《奇迹：蒙娜丽莎的微笑和文艺
复兴三杰——贝利尼家族收藏特展》，
将于4月26日在重庆美术馆举行开幕
式和媒体开放日，并于4月27日至8月
8日面向社会公众展出。

届时，重庆市民在家门口即可欣赏
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精品，为了更好呈

现视听效果，展览中将运用现代AR技
术，实景还原与艺术品穿插，呈现600
年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文
化艺术及生活场景。

眼见为实
文艺复兴史从课本跳到面前

本次特展分为《不朽之作：文艺复
兴大师谱系》《家族传承：贝利尼家族收
藏史》《艺术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人文
精神》三大部分，将展出文艺复兴时期
175件艺术品。这些艺术精品，由意大
利望族贝利尼家族21代人历经600年
收藏传承下来的。

策展方负责人、上海喜玛拉雅美术

馆创始馆长沈其斌表示，意大利文艺复
兴运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场史诗般波
澜壮阔的人文革命，是一场冲破欧洲中
世纪黑暗，遍及整个欧亚大陆的人文、
科学、自由的革命。

“文艺复兴作品以往更多出现在历
史课本上或影视作品里，这次将真真切
切出现在市民面前，有了温度有了热
情，仿佛生命的唤醒和历史的回音。让
我们一起去和600年前的巨匠作品来
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沈其斌说。

600年回眸
文艺复兴大师作品齐聚山城

对于此次特展，艺术界和收藏界评

价为：对跨越4个世纪的文艺复兴史的
一次完整解读。

同馆展出的，包括米开朗基罗经
典雕塑《朗弗兰奇的磨刀者》《耶稣下
十字架》，以及拉斐尔布面油画《圣母
与圣子》《施洗者圣约翰布道》等珍贵
文物。

此外，特展还将呈现艺术史上其他
巨匠经典之作：早期文艺复兴雕塑第一
人多纳泰罗彩色镀金木制雕像《年轻的
女孩》；早期巴洛克风格杰出代表鲁本
斯布面油画《丘比特与普赛克》；15世
纪杰出湿壁画画家贝亚托·安杰利科板
上油画《圣母玛利亚和圣子》；18世纪
意大利杰出画家卡纳莱托经典风景布
面油画《随想：威尼斯大拱廊》；达·芬奇
老师安德烈·德·韦罗基奥雕塑《歌利亚
的头颅》等。

年轻版女神
蒙娜丽莎漂洋过海来看你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特展中，贝
利尼家族收藏作品《蒙娜丽莎的微笑》
也将与山城市民见面。

这幅画是与卢浮宫所藏《蒙娜丽莎
的微笑》同时期佳作，创作者是达·芬奇
的追随者、他最著名的学生贝纳迪诺·
路易尼。

令人称奇的是，路易尼创作这幅作
品时，面对的模特和场景，都和现藏于
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因
此，观众在欣赏来渝展出的《蒙娜丽莎》
时，一定要弄清楚一个概念——她不是
复制品或赝品，而是那个时期的原作真
迹，堪称致敬老师的作品！

对于这样一幅创作在薄画布上的
蒙娜丽莎，业内有人说，她比卢浮宫藏
品上的蒙娜丽莎看起来更年轻。

文/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朱昕勤

下月去重庆美术馆

看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真迹

175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
术精品即将空降山城，你准备好迎接这
场艺术盛宴了吗？为了让重庆市民更
好地了解这次展览的文化背景，我们专
访了艺术界的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解
读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相关知识，揭秘了
真迹文物背后的故事。

沈其斌：十年之约兑现
文艺复兴时期精品中国行

“我们希望通过展览再现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那段历史。”沈其斌介绍，在
文艺复兴时期有两个重要画派，一个是
佛罗伦萨画派，代表人物为达·芬奇、拉
斐尔、米开朗基罗；另一个重要画派则
是威尼斯画派，而威尼斯画派的创始人
乔万尼·贝利尼，就是贝利尼家族的祖
先，他还直接培养出威尼斯画派另外两
位大师提香和乔尔乔内。后来，贝利尼
家族从威尼斯搬到佛罗伦萨，祖祖辈辈
一直从事作画和艺术品收藏活动，如今

已历经600年传承21代。
沈其斌馆长回忆，13年前，年逾古

稀的第21代传人贝利尼先生来中国访
问。他承诺要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家族
传承艺术展览引入中国。10多年后，
贝利尼老先生如今终于兑现诺言。

庞茂琨：观展原作是艺术
洗礼和学习机会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是整个人
类文明进程巨大的里程碑，也影响到了
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可以说，我们今天
当代所有的艺术，都可以在文艺复兴时

期找到源头。”庞茂琨院长表示，“中国
的当代艺术、学院体制等等，都受到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影响；国内现在很
多著名艺术家，依然延用了文艺复兴时
期的某些创作理念、方法、审美原则甚
至技法等等，再融合了民族基因和个人
感受，从而形成了有自我意识的现当代
民族性艺术。”庞茂琨认为，此次艺术特
展艺术价值含金量极高，所展作品也是
极其珍贵，在国内难得一见：对于城市
大众而言，是艺术文化氛围和文化生活
品质的提升；对于正在学习艺术的学生
而言，现场凝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
们的原作真迹，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

会和艺术洗礼。

蔡佳：重庆美术馆将“变
脸”迎盛宴

重庆美术馆副馆长蔡佳表示，此次
文艺复兴艺术特展，将完全不同于以往
在渝的常规艺术作品展出。美术馆内
的场景布局、空间结构、灯光影音等，都
将为迎接此次艺术盛宴进行结构改动
和布局改造，力求为山城市民提供更直
观、更全面、更具艺术氛围的观展效果。

蔡佳认为，此次文艺复兴特展来到
重庆，对于整个城市的艺术文化氛围、
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生活品质品位，
都能起到提升作用。

蔡佳提醒带小孩入场的观众，一定
要照顾好身边的孩子，不要让孩子在展
厅追逐嬉戏，不得触碰展品。

文/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孔令强

艺术家谈重庆举办《贝利尼家族收藏特展》

办艺术精品展 可提升城市文化生活品质
专访嘉宾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庞茂琨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创始馆长、理事会理事长 沈其斌
重庆美术馆副馆长 蔡 佳

专访

米开朗基罗创作的雕塑《朗弗兰奇
的磨刀者》。

拉斐尔创作的《圣母与圣子》。（本
组图片均由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供图）

达·芬奇的学生贝纳迪诺·路易尼
创作的油画《蒙娜丽莎的微笑》。

围绕“一轴”主干道路
完善多元交通体系

内环以南，长江以北，伏牛溪板块
北侧紧邻内环线，西侧临近主城二纵
线，还有轨道交通2号线、5号线构成
多样的交通体系，实现了板块对内对
外的便捷联系。

如今，以伏牛溪大道“一轴”为基
础，伏牛溪板块进一步铺开了交通设
施建设，打造快速、便捷、畅通城区。

“在伏牛溪板块的城市开发原则
中，第一条就是‘基础先行’。因此，做
好板块基础建设一直是我们的首要工
作。”大渡口区伏牛溪板块相关负责人
说。

目前，板块正全力打通主干道路
“大动脉”，大力推进伏牛大道、金家
湾立交改造等板块骨干道路建设。
板块内快速路二纵线、伏牛大道、西
城大道“三纵”，内环快速路、金中大
道、福溪大道、中顺大道、大滨路“五
横”正加快形成。整个板块的路网

“毛细血管”也同步疏通中，五一互助
片区16.8公里现有路网项目大力推
进；公民凤阳片区剩余11.9公里路网
建设加快启动；结合康体城片区、民

胜鳌山片区城市规划，将合理安排片
区路网建设时序。

此外，伏牛溪板块加快推进城市
快轨、轨道交通18号线及 21号线、

“P+R”轨道站及配套停车场建设，并
结合轨道交通、城市快轨站点布置，
引入共享交通服务，努力完善板块步
行、共享交通、公交与轨道交通换乘
体系。计划建设五一互助、公民凤阳
片区8个规划公共停车场，力争2020
年建成投用西城大道公交枢纽站，完
成黄桷堡等6个公交首末站建设，

未来，伏牛溪板块将形成“道路交
通、轨道交通、城市快轨、共享交通”等
多元交通体系。

建设“两廊”山水绿地
彰显生态环境品质

伏牛溪板块外围紧邻金鳌山和白
居寺山，内部地形起伏，具有典型的重
庆山地特征，山体资源较为丰富。

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加强生态环
境建设，进而打造“西部山脊绿廊”与

“伏牛溪水廊”2条大型山水生态走
廊，是伏牛溪板块目前面临的挑战之
一。

为了让板块开发与自然生态和谐
共生，大渡口区编制完成了《伏牛溪山
水文绿形规划研究》、《伏牛溪生态恢
复景观工程设计方案》等一系列规划
方案。

根据山水本底及控规，均衡布局
公园，提升公园品质，以服务群众、提
升城市活力为目标，拟建设350亩的
生态修复型滨水公园、2630亩防护绿
地，保护水体430亩，建设公园17个，
打造12公里滨水步道、16公里通山步
道和18公里特色休闲环道。

“依山就势、随形而变，通盘考虑、
整体设计。滨水步道、通山步道和休
闲环道将形成慢行网络，串联起伏牛
溪板块各大公园、广场、景区，实现‘出
门见园、四季闻香’。”伏牛溪板块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伏牛溪板块还将综合
保护利用好山系、水系、绿系，建设彰
显生动立体的山水形态和生态宜居宜
养的城市环境。

推动“四片”快速发展
突出宜居宜养特色

依照总体蓝图，伏牛溪板块的五

一互助、公民凤阳、重庆康体城、民胜
鳌山四大片区将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
进行差异化发展，各有重点、各有特
色，整体构成“主城生态宜居宜养特色
小镇”。

其中，五一互助片区将重点优
化现有城市规划，深化公园绿地规
划方案，打造城景融合、便捷共享游
憩带和人文荟萃风貌带，以步道、自
行车道、绿道联通各公园绿地和建
筑，展现绿色植物环绕包围建筑体
的生态景观，建设宜居宜游生态生
活区。

公民凤阳片区有公租房、安置房
项目，容积率较高，拟在该区域推动伏
牛溪生态恢复（一期）等公园项目建
设，融入步道、室外健身器材等康体项
目。对于尚未开发的其他区域，拟结
合山势地形良好的有利条件，进一步
完善城市控规和做好城市风貌设计，
形成主城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带，打
造主城品质居住示范区。

重庆康体城片区的规划总体方案
已获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初步认可，目
前拟进一步优化康体城项目概念方
案，整体策划包装，以打造康体产业城
为中心，以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为重点，

建造一批独具特色的运动场馆、布局
一批引爆性的体育产业，突出产城景
融合发展理念，建设主城新兴体育产
业引领区。

民胜鳌山片区的油化品基地搬迁
工作已取得一定进展，在完成油化品
基地搬迁后预计会释放经营性用地
1400余亩，公园、防护绿地1600余
亩。未来，这里将突出其“依山傍水”
的独特优势，结合金鳌山片区宗教文
化、乡村生态旅游，引入高端养生、养
心、养老项目，打造山水秀丽康养特色
小镇。

大渡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
伏牛溪板块坚持“基础先行、配套同
步、环境优先”的城市开发原则，统筹
好板块内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三
大环节，协调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设施、开发项目、生态环境、城市文
化”五个重点，深入推进伏牛溪板块

“生态宜居宜养特色小镇”建设，努力
实现产业布局集约高效、生活环境宜
居宜养、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全力推
动建设“高质量产业之区、高品质宜
居之城”。

王彩艳

围绕“一轴”建设“两廊”打造“四片”

大渡口区伏牛溪板块 生态宜居宜养特色小镇渐行渐近
展开大渡口区伏牛溪板块规划蓝图，“一轴两廊四片”的线条划分和块状部署一目了然
建设伏牛大道1条重要交通轴线及片区路网，打造“西部山脊绿廊”与“伏牛溪水廊”2条山水生态走廊，建设五一互助“宜居宜游生态生活区”、公

民凤阳“主城品质居住示范区”、康体城“新兴体育产业引领区”、民胜鳌山“山水秀丽康养特色小镇”4个片区，大渡口区对伏牛溪板块高标准设计、高
质量规划，全力打造主城生态宜居宜养特色小镇。

系列报道之四
高质量产业之区
高品质宜居之城

大渡口伏牛溪板块规划图

新华社罗马 3 月 23 日电 （记者 郝薇薇 孙
浩 李洁）古朴浑厚的马家窑文化红陶罐，线条流畅
的汉代茧形壶，形制完整的唐代武士立俑，独特雅致
的宋代黑釉瓷，刻画精细的清末至民国紫砂壶……长
期在海外漂泊的796件套中国文物即将踏上“回家”
路。

3月23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意大利总理
孔特共同见证下，中意双方代表交换关于796件套中
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返还的证书。这是近20年来最大
规模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开创了中意两国文化遗
产合作的新里程，更为国际合作开展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树立了新的范例。

据介绍，2007年，意大利文物宪兵在本国文物市
场查获一批疑似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艺术品，随即启
动国内司法审判程序。中国国家文物局得知相关信
息后，立即对接意大利文化遗产主管部门，开展流失
文物的追索返还工作。历经10余年漫长追索，2019
年年初，意大利法院最终作出向中方返还796件套文
物艺术品的判决。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社会文物处处长吴旻告诉
记者，中方将立刻与意大利文物宪兵进行具体对接，
启动文物回运的相关工作。这次“回家”的796件套
文物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明
清民国时期，器物种类多样，保存状况较为完好，总体
价值很高，是中国历史各时期生产生活场景、精神生
活面貌、文明发展进程的实物见证。

“今天是一个盛大的节日，796件套中国文物将返
还给中国人民。我们期待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在北京
举办专题展览，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珍贵文物。”意大利
文化遗产和旅游部部长阿尔贝托·博尼索利说。

除了此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文物返还，习近平主
席此次访意期间，中意双方还签署了多份有关文化遗
产的合作文件，包括关于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的谅解
备忘录和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结对的谅解备忘录。

中意是文明古国，也是文物大国。作为拥有最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的国家，双方在文物保
护修护以及打击文物犯罪等领域保持长期合作。近
年来，中意两国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在文物展
览、文物保护修复和文物国际合作中不断扩大交流规
模，提升合作水平。

“中意文化合作项目有很多，美术、雕塑、绘画、电
影、歌剧、芭蕾……通过‘文化丝绸之路’，我们向对方
展示各自最精彩的一面。”博尼索利说。

近年来，面对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复杂状况，中国
有关部门通过双边执法合作、外交谈判、捐赠返还等
多种方式，促成文物返还。圆明园鼠首兔首被法国皮
诺家族归还中国，流落异乡的青铜“虎鎣”几经波折终
于回归故土，美国返还361件套中国流失文物……一
件件承载民族记忆的宝贵遗产相继回家。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
脉，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
族之魂。这批796件套文物，唤起中华民族多彩的历
史记忆，更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新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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