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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的重庆将变得更加活
力多彩。当天，一年一度的全民体育
盛事——2019长安汽车重庆国际马
拉松赛将在长江畔开跑。全球各地
的跑步爱好者齐聚一堂，3万人同场
比赛的盛况，将通过最先进的5G网
络+电视直播技术，以及VR全景直
播方式，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在此之前，重马的参赛者得先到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重庆市南岸
区江南大道 2 号）领取参赛物资，领
取时间为3月28-30日。在3月31
日比赛当天，需赶往重庆南滨公园门
口，这里，是2019长安汽车重庆国际
马拉松赛的起跑点。

有消息显示，在3月30日22：00
至3月31日15：00，南岸区南滨路腾
滨路下段路口至巴南区巴滨路融汇江
山路口段将实施交通限制。在交通限
制时段内，119路、375路、338路、373
路、353路、398路、872路、394路、
305路、306路、334路、123路、357
路、322路公交车将改道行驶，不在限
制区域内停靠；340路、399路公交车，
公交观光线T026路（T040路、T072
路、T073路）将暂时停运。

面对这纷繁复杂的线路改变，如
何前往比赛地，赛后如何迅速离开？

有消息称，重庆马拉松组委会
已急你所急，已经专门指定了出行
机构——长安出行，它将全程燃情助
跑，为您的出行提供360°全面服务。

长安出行是由重庆国际马拉松
赛总冠名商长安汽车全资打造，依托
长安汽车产品和服务产业链的优质
共享汽车出行平台，以提供便捷无忧
的出行服务为使命。

相比其他分时租赁品牌，长安
出行使用更便捷，用手机下载好

“长安出行”App之后直接注册并
进行实名认证，根据页面提示输入
手机号码等相关信息后，很快就能
完成注册。

值得注意的是，“长安出行”引入
了“芝麻信用”免保证金的授权，只要
芝麻信用分数在650分值以上，即有
资格申请免保证金租车。

除此之外，全城超多电桩免费充
电，新能源绿牌全市不限行，全程保

险24小时救援，提供任意还、接力车
专属服务等一系列超性价比的服务，
将让你的出行变得更加轻松便捷。

离开赛场，奔向老友重聚的庆功
宴、舒适温馨的家的你，要还车也极其
方便。目前长安出行已在重庆开通
638个取还车网点，覆盖主城9区及周
边区县，包括江北观音桥、南坪万达
广场、沙坪坝万达广场、解放碑八一
广场等主要商圈，重庆北站、重庆西
站、陈家坪汽车站、江北机场等主要
交通枢纽，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网红
打卡地洪崖洞、海石公园、园博园、四
川美院（黄桷坪校区）等景点，沙坪坝
大学城、江北鱼嘴区、南岸茶园等主要
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运营车辆投
入超过3000辆，覆盖长安汽车主流
车型新逸动EV200、新奔奔、雨燕以
及即将投放的新车型尼欧。

长安出行此次全力护航重庆马
拉松赛程，为所有跑友，精心准备了
一份专属出行指南，请领取。

重马出行指南①
用户网点选择

重庆国际马拉松的全马、半马、
迷你马、亲子欢乐跑的起点与终点，
长安出行都设有网点为您助跑。

重马出行指南②
分时租赁资费

三种车型三种资费，总有一种适
合您的出行需求。除了正常的出行
资费，长安出行还准备了多种优惠套
餐任您选择。

1、6小时/24小时套餐
2、2天/3天/5天套餐

重马出行指南③
现场有礼

在重庆马拉松比赛的现场，新手
注册长安出行即获129元新人红包，
除此之外，扫描图中二维码，还有99
元重马加油包出行券为您全程加油
助跑！赶快扫码领取吧！

长安出行为您准备的可不止这
份诚意满满的出行指南，搜索并关注
长安出行官方微信公众号，更多活动
优惠等您去发现！ （何旭）

最新重马比赛日出行指南，请查收！
车型

新逸动EV200

雨燕

新奔奔

资费
2.5元/5分钟

0.7元/公里+0.3元/分钟

0.6元/公里+0.3元/分钟

车型

不计免赔（2.0元/单）
（可选择）

套餐

2天套餐

3天套餐

5天套餐

车型
新逸动EV200

雨燕

新奔奔

新逸动EV200

雨燕

新奔奔

新逸动EV200

雨燕

新奔奔

价格
338元

368元

298元

468元

458元

388元

688元

678元

488元

套餐

6小时套餐

24小时套餐

车型
新逸动EV200

雨燕

新奔奔

新逸动EV200

雨燕

新奔奔

价格
99元

88元

77元

229元

199元

1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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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3月28日，
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湖北省博
物馆联合主办的“江汉汤汤 南国之
纪——曾侯与他的时代”大展在三峡博
物馆开展。本次大展展出105件（套）青
铜器，其中一级文物多达68件（套）。展
品以曾侯乙等曾国墓地出土的青铜礼
器、乐器为主，配合湖北地区出土的商周
青铜器，带领观众走进曾侯的时代。

国家级文物“建鼓座”引人注目

谈到曾侯，不少人首先会想到曾侯
乙，他是中国战国时期南方姬姓曾国的
国君，在民众间的知名度颇高。

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发

掘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15000件，其
价值之高，保存之好，轰动海内外。本
次展览展出曾侯乙墓出土的15件（套）
青铜器，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历史文献中没有关于曾国的记
载。经考证，学者普遍认为，曾国就是文
献中的随国。曾国是周代的姬姓诸侯
国，位于今湖北地区，延续近700年。”三
峡博物馆陈列部策展人王麒越介绍，曾
侯乙是曾国末期的国君，曾侯乙墓的发
掘堪称20世纪世界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展厅中，出土于曾侯乙墓的国宝
级文物“建鼓座”引人注目。这件青铜
器是承插建鼓的底座，由8对大龙和
数十条纠结穿绕的小龙构成，龙身鑲

嵌绿松石，是迄今所见最精美的一件
先秦建鼓座。“它重达192公斤，由5
位工作人员合力才将其抬到展台上。”
王麒越说。

除了曾侯乙墓出土的展品，出土于
江陵马山5号墓的“吴王夫差矛”等明
星展品也受到瞩目。

铭文记录珍贵信息

据介绍，曾侯乙墓出土的逾百件青
铜器都有“曾侯乙”字样的铭文，这是证
明墓主人是曾侯乙的“关键证据”。本
次展出的“提梁圆鉴”的器盖和腹内壁
都有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表示曾侯
乙对该器物的专有属性。

“刻有铭文的青铜器都非常珍贵，
为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发展留下历史
的印痕，为先秦古史等方面研究留下了
确凿的文字证据。”王麒越表示，亮相本
次展览的青铜器，近1/3都刻有铭文，
现场还展出了铭文拓片图片，方便观众
欣赏。

历史上，曾国还和楚国等诸侯国也
交往频繁，“楚王媵随仲芈加鼎”上的铭
文也印证了这一点。铭文显示，这件楚
王鼎是楚王与曾（随）国联姻时的陪嫁
品，见证了曾楚在春秋时期的关系。“黄
季嬴鼎”内壁铭文为：“黄季作季嬴宝
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享。”这件黄国的
青铜器，也出土于曾（随）国地域，表明
两国交往密切。

出土文物展示“礼乐中国”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曾说：“什么能
够代表中国？在我看来，无外乎两者，
一是秦始皇兵马俑，二是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
史，体现了曾国音乐的发达程度，让人感
受到中华礼乐文化之韵。展览展出了曾
侯乙编钟的巨幅照片和相关视频。

观众可以在展览中看到“编甬钟”
和“编钮钟”两组编钟。“编甬钟”突出特
点是铸有柱状的钟柄，称为“甬”。“编钮
钟”造型较为简洁，没有钟柄。值得一
提的是，十件一组的“编钮钟”，型式统
一、大小相次、音高稳定、宫调明确，是
一套完整的实用的青铜乐器。为目前
所知年代最早、数量最多、音乐性能成
熟的编钮钟。

本次展览展出的“兽面纹鼓”同样
是一件国宝级文物，这种仿木腔皮鼓目
前存世仅两件，另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
物馆。

据悉，展览将免费展出至 6月 2
日。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摄

“曾侯与他的时代”大展在三峡博物馆开展

曾侯乙墓珍宝文物亮相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3月28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经广
泛推荐、评选，累计献血14200毫升、
还带动身边人献血的张德英等20位身
边好人登上第80期“重庆好人榜”。

自我市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以来，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已开展80
期评选，共推出2046名“重庆好人”，有

两百多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展示了
“重庆好人”风采。好人们存好心、做好
事、当好人，坚持“润物细无声”的日行
一善，聚沙成塔，筑起了道德精神的高
楼，为引领社会风尚、传递正能量做出
了积极贡献。

这些好人就在你我身边，他们的事
迹或许并不轰轰烈烈，但坚持不懈的努
力和真诚无私的大爱，充分诠释了对真
善美的执着追求。

第80期“重庆好人榜”出炉

全市的兰花爱好者们有福了！3
月30日-31日，数百盆来自江苏、浙江、
贵州、四川和重庆的精品蕙兰将在南山
塔宝花园集中展出，让兰花爱好者们近
距离感受“花中君子”的魅力。

据悉，本次蕙兰展由南岸区文旅

委、南山生态带管委会等单位举办，据
主办方介绍，这次蕙兰展最名贵的是由
重庆本地兰友带来的“大中华”和“雪源
春晓”，两盆蕙兰均已悉心培育数十年，
是国内蕙兰中难得一见的精品。

记者 颜安 摄

数百盆精品兰花本周末亮相南山

第80期“重庆好人榜”

扫一扫 就看到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 （记者
马卓言）针对美国官员再次炒作所谓

“债务陷阱”等话题，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8日表示，美方某些政客到处抹黑中
国，这种做法极不道德、也很不公正，他
敦促相关人员端正心态，摒弃冷战零和
思维，客观正确地看待中国，停止对中
国的造谣诽谤。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声
称，当中方埋下“债务陷阱”、通过企业
从事间谍活动或其科技公司构成威胁
时，美方希望有关国家了解风险并自主
作出决定。

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
关提问时表示，一段时间来，美方某些
政客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攻击和抹黑
中国，炒作中国威胁，将中国的发展援
助诬称为“债务陷阱”，以“莫须有”的罪
名诽谤中国企业从事“间谍”活动，这种
做法极不道德、也很不公正。

耿爽说，中国一贯在相互尊重、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
展合作，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不附加

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有力促进了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广受各方欢
迎。有关地区和国家债务中的中国合
作项目债务占比很小，没有哪个国家是
因为与中国合作而陷入所谓的“债务陷
阱”。美方的说法与事实根本不符。美
方想随意地抹黑中国不可能得逞。

耿爽表示，中方一贯要求中国企业
在国外开展业务时严格遵守当地法律
法规。美方某些势力出于政治动机、不
择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到处散布所谓

“中国通过企业从事间谍活动”的论调，
纯属恶意中伤、别有用心。世人早已看
清楚，美方这么做无非是要千方百计维
护自身的经济和科技霸权地位，这套贼
喊捉贼的把戏注定要失败。

“谎言重复千遍依然是谎言。美方
某些人不要高估自己的造谣能力，也不
要低估别人的判断能力。”耿爽说，“我
们敦促这些人端正心态，摒弃冷战零和
思维，客观正确地看待中国，停止对中
国的造谣诽谤，多做些有利于中美合作
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美国官员再次抹黑中国
外交部敦促停止造谣诽谤

➡重庆今年将在永川、璧山、南川、沙坪坝、巴南、涪陵、江北、武隆，为1万名新
生儿免费查“足跟血”，筛查多种遗传代谢病。符合条件的遗传代谢病患者，还可申
请最高2万元的医疗救助。这是重庆日报记者3月27日从重医儿童医院获得的消
息。据了解，市卫健委去年启动“健苗工程”公益项目，重医儿童医院是项目管理单
位，为符合条件的新生儿提供多种遗传代谢病免费筛查和救助。 （记者 何维）

重庆将为万名新生儿免费查“足跟血”

➡3月28日，重庆市2018年第四季度“新时代重庆好少年”发布会在重庆市文
明校园徐悲鸿中学举行，现场公布了30名获得“新时代重庆好少年”荣誉称号的学
生名单。据了解。去年1月起，全市广泛开展了“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
每一季度推选30名，至今一共评选出了120名重庆好少年。 （记者 张莎）

30名中小学生被评为“新时代重庆好少年”

快读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中宣部
28日在河北西柏坡举行“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
式，全面启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闻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活动并讲话，强调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用心讴歌光辉历程，用
情展现人民奋斗，用功书写精品力作，
激发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真挚情感，凝聚新时代团结一心、艰苦
奋斗的磅礴力量。

黄坤明指出，西柏坡是中国共产
党人革命的圣地、精神的高地，在这
里举行启动仪式就是要寻根探源、追
溯初心。要坚持正确方向、弘扬优良
传统，以坚定的信仰、饱满的热情礼

赞新中国、描绘新时代。要把宣传阐
释党的创新理论摆在突出位置，深刻
反映7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
革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揭示中国
人民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奋斗精
神，讲述普通人与新中国同成长、共
命运的故事，形成爱国强国报国的共
鸣共振。

黄坤明强调，要把主题采访活动与
增强“四力”结合起来，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积极运用全媒体手段，创新宣传
内容、形式、载体，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影
响力，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书写无愧于时
代的亮丽答卷。

来自全国近百家媒体的新闻记者
以及部分高校学生等约300人参加了
启动仪式。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大型主
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西柏坡举行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 闻 宣 传 全 面 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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