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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9月11日电 经过数月发
掘，三星堆最后两个“盲盒”盖子终于打开，7号、
8号“祭祀坑”露出厚实器物层，发现数百根象
牙、玉器、金器、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复杂程度前
所未见，包含的历史信息和价值超越想象。

记者近日来到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现
场，这里的进度和前几个月相比有了很大变
化，尤其是面积较大、被专家认为是一组“CP”
的7号和8号“祭祀坑”，神秘面纱终于揭开，坑
中铺满了象牙、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琳琅
满目，层层叠叠，目之所及非常震撼。

据专家介绍，7号和 8号“祭祀坑”的特点
之一是象牙非常多，7号“祭祀坑”已经暴露出
来的象牙已有 180根，8号“祭祀坑”已有 202
根，这还不算埋在下面尚未露出的。

负责7号“祭祀坑”发掘的四川
大学教授黎海超介绍，7 号“祭祀
坑”还有一个特点是玉器多，其中
包括玉璋、玉凿、玉斧、玉瑗等，琳
琅满目，美不胜收。“满满的一层几
乎都是玉器，数量让人震惊。”

甚至还有好几件前所未见的
玉器。其中一件还未完全出土的
葱绿色“玉板”很有特色，看起来
它镶嵌在一块镂空的青铜网格之
中，形态非常罕见。商周时期称
青铜为“吉金”，黎海超说：“这件
首次发现‘金镶玉’，还需要进一
步发掘确认最终形态。”

此前与其他“祭祀坑”同时发掘

的8号“祭祀坑”是目前唯一有厚实灰烬层的，
考古学家们花费了长达4个月的时间来清理，
从灰烬里清理出 3000多片青铜器碎片、280
多件玉器、超过360件金箔器等。

负责 8号“祭祀坑”发掘的北京大学副教
授赵昊告诉记者，一些大型青铜器在象牙层的
表面开始露出来了，其中一件神坛造型之复
杂，内容之丰富，就连考古学家都感到震撼。

“为什么说神坛很重要？它不只是一
个单独的器物，更重要的是它描绘了一个
祭祀场景，代表着三星堆的人对于世界的
理解。”赵昊说。

此外，8号“祭祀坑”还发现了见证中原
文明和古蜀文明交融的朱砂彩绘青铜尊、
面部彩绘的青铜人头像等。

考古人员在考古人员在77号号““祭祀坑祭祀坑””内清理内清理““玉板玉板””。。

三星堆最后“盲盒”揭盖：
象牙、玉器琳琅满目

本报讯 9月 10日，国家统计局西安调
查队发布数据显示，8月，西安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1.4%，涨幅收窄；环比由涨转跌，下
降 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
比上涨1.7%，环比下降0.2%。

8月，食品价格总体平稳，14类食品价格
“七升七降”，涨幅居前三位的是蛋类
（12.7%）、菜 及 食 用 菌 类（9.3%）和 豆 类
（3.8%）；降幅居前三位的是薯类（-5.9%）、水

产品类（-3.0%）和畜肉类（-2.9%）。
酷暑天气影响鸡的产蛋率，加之多地

暴雨天气，鸡禽养殖和运输受到影响，鸡
蛋价格上涨 14.7%。 8 月，鲜菜价格上涨
9.8%。生猪生产逐渐恢复，猪肉供给持续
增加，猪肉价格下降 3.5%。其中，猪五花
肉、猪后腿肉、猪排骨价格分别下降 4.8%、
4.3%和 1.4%，猪肉价格持续走低带动畜肉
制品价格下降 8.3%。

8月西安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

本报讯（记者 刘强）9月10日，记者从省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全省集中开展了为期 9个月的民生领
域“铁拳”行动，行动开展以来，查处了一批
典型的民生社会案件。截至 8月底，全省共
查办民生领域案件 4859件，案值 1514.66万
元，罚没款 4550.48 万元，移交公安机关案
件 28件，限制从业人员 19人。

“铁拳”行动梳理分析陕西 12315 指挥
平台、省消保委投诉举报和市场监管舆情
监测热点和风险点，重点查处食品安全、产
品质量、“神医”“神药”等虚假广告、“山寨”
酒水饮料、翻新“黑气瓶”以及中介机构、医

疗机构、水电气暖等公用事业及商业银行
乱收费等 9类违法行为。其中，开展商业银
行乱收费专项行动，是对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铁拳”行动方案中“八类违法行为”之外
的“自选动作”，扩大了行动覆盖面，有效回
应了群众关切。

同时，开展了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
收取电费行为专项行动，共退还约 16万户中
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多收电价款 2.65亿
元，依法处罚 630.76万元。打击整治非法制
售口罩等防护产品专项行动，查获不合格口
罩 48.15万个、消杀用品 21.2吨，先后查办案
件 1241件，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24件。

“铁拳”行动查办民生领域案件4859件

陕西健康码与西安一码通实现信息互通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9月 10日，记者从

省卫健委获悉，陕西健康码已实现全省一码
通行，“西安市民一码通”也可以在其他地市
使用，凭绿码通行，无需重复注册。

近日，陕西健康码与“西安市民一码通”

（西安市健康码）已完成数据统一工作，目前已
在陕西省各地市实现“一码通行、一码通用”。
居民如已注册“西安市民一码通”，在西安市以
外地区扫码登记通行时，可点击小程序里的

“扫一扫”功能，凭绿码通行，无需重复注册。

陕西设立秦岭矿山生态修复基金
本报讯（雷肖霄）笔者 9 月 10 日从陕西

省财政厅了解到，陕西省财政厅、自然资源
厅共同发起设立陕西省秦岭矿山生态修复
基金，主要投向陕西省范围内的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项目。目前该基金已进入实
质性运营阶段。

据了解，陕西省秦岭矿山生态修复基金
将以秦岭地区为重点，兼顾其他地区，支持废
弃、政策性关闭、责任主体灭失等矿山的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基金首期规模 3亿元。其
中，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拟出资 1亿元，招募
其他社会出资2亿元。

陕西秦岭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的设立将
进一步拓宽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项目的融资渠道，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企
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
境治理体系，助力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

9 月 10 日 10 时 16 分，一列国槐绿
“复兴号”动集动车组从西安出发驶往
商洛，这是西安至商洛方向首次开行

“复兴号”动集动车组，它的开行结束
了商洛不通动车的历史。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新华社西安9月 12日电（记者 郑昕
刘潇）12日上午 10时 20分许，随着最后一棒
火炬手、陕西籍武术运动员吴雅楠驻足于西
安奥体中心中央广场，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火炬传递活动落幕。从延安采集、点亮三秦
大地 14个站点的圣火，完成了历时 28天的
接力马拉松，回到火种灯中，静待两场开幕
式上的再度“绽放”。

7月 17日，圣地延安星火广场，史上首
次“两火合一”的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圣火熊
熊燃起，奥运冠军郭文珺与残奥会冠军翟翔
各持一支采火棒，绕场接受观众的欢呼。曾
经从延河两岸、宝塔山下“撒”向全国的火
种，又一次因其红色血脉，吸引起世人目光。

30 天后的 8 月 16 日，古城西安永宁门
前，“秦岭四宝”与唐代打马球俑形象的十四
运会、残特奥会吉祥物巨型气球迎接火炬传
递首站。背对巍巍明代城墙，奥运冠军秦凯
高擎火炬“旗帜”，成为第一棒火炬手开启这
股巨大精神信念的接力传承。

与秦凯相比，同为首站火炬手的蔡张杰
并不显眼，他是全陕西上万名外卖送餐员之
一。“大路上的高楼越来越多，小路两旁越来
越整洁。”上过大学入过伍的蔡张杰说，“我
自己能对全运会最大的贡献，就是遵守交通
规则，把每一单准时送到顾客手上。这是我
心中不灭的圣火。”

接过火炬时，蔡张杰与搭档单膝微屈，
摆出张弓搭箭的姿势。“我心里所想，是把载
着我老家延安圣火的箭射向全陕西、全中

国。”他说。
圣火如离弦之箭“射”出古都，经过陕西

“东大门”渭南与史圣故里韩城，再一次回到
延安。在宝塔山上，作为收火仪式礼仪人员
的延安鲁艺文化园区讲解员刘美艳手捧火
炬、心潮汹涌。

她说：“咱们延安这次全运会有两项
比赛，希望运动员和观众来鲁艺参观，了
解延安时期虽条件艰苦但活泼丰富的文
体氛围。”

经过在延安的再次洗礼，“旗帜”一路向
北抵达“驼城”榆林，又折返至铜川、咸阳回
到陕西关中地区。在西咸新区站，淅淅沥沥
的雨水落下，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人称“三秦
库里”的篮球爱好者徐长清步态轻盈，如呵
护孩童般生怕圣火被打灭。

“13年过去，我的年纪虽然增大了，但对
体育的初心丝毫未改。”他说，希望十几年
后，自己还能奔跑在球场，同球友切磋技艺。

进入 9月，伴着“华西秋雨”，火炬手跑
过“中国农科城”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在“青铜器之乡”宝鸡市感受周秦文明
厚重，随后深入绿水青山的秦巴山区，沿着
汉江、丹江的流向，在陕南三市——汉中、安
康和商洛的秀色中接续传递。

“（举着）火炬向前奔跑就像举着生活的
温暖和光亮、举着责任和担当。”商洛站残疾
人火炬手张英坐在轮椅上激动地说。

她曾在残奥会的游泳赛场劈波斩浪，也
曾在秦岭里的脱贫战线风雨兼程。如今，有

不熄圣火与沿途观众的鼓舞，她说：“参与火
炬传递弥足珍贵，这不仅是对我的认可，更
是对全体残疾人工作者恪守‘人道、廉洁、服
务、奉献’的职业道德的诠释。”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点亮梦想，为
爱起航”，在残健融合的感召之下，无论是
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无论是奥运冠军、抗疫
先锋、健身达人还是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
奋斗者，此刻高擎“旗帜”，他们只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火炬手。

12日上午，火炬回到西安传递，99名火
炬手逐梦奋进。一路上，灞河湿地水鸟翔集
蹁跹，初见“八水绕长安”的丰沛气韵；长安

“云”“乐”建筑线条跃动，直抒“古都换容颜”
的豪迈志向。沿着河滨自然人文风景线，“旗
帜”向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主场馆进发……

一场历时 28天、途经 14站、千名火炬手
奔跑、无数目光关注的火炬传递，成为盛会
开幕前各赛区最好的暖场与宣传，也是保障
力量最完整的演练与“阅兵”。

“火炬传递活动全程没有出现一次意外
熄灭，我们紧张一个月的心稍微放松了些。
但毕竟主火炬塔没有点燃，我们依然会付出
百分百努力。”本次火炬制造厂商的副总经
理柏华军说。这家位于西安的公司至今已
包揽六届全运会的火炬制造工作。结缘全
运，也让企业成为国内火炬研发制造行业的
领跑者之一。

“全力以赴，一切只等 15日（全运会）开
幕式的精彩上演。”柏华军说。

以梦为马 步履不停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侧记

9月 11 日，十四运会
滑板项目男子街式赛决
赛在西安阎良区户外运
动滑板场地举行，主场
作 战 的 高 群 翔 以 24.31
分 的 成 绩 摘 得 金 牌 。
据了解，2017 年滑板进
入到全运会群众比赛项
目，本届全运会首次成
为竞技项目，也是陕西
滑板运动 员 首 次 站 上
全运赛场。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9月12日，冠军广东队选手全红婵（右）在比赛后与亚军上海队选手陈芋汐合影。
当日，第十四届全运会跳水项目女子10米跳台决赛在西安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第十四届全运会将于 9月 15日在西安开
幕，然而，关注体育的读者一定注意到，目前，
跳水、羽毛球、射击、足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已
然在火热进行中，一些观众在观看比赛的同时
也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十四运会还没有正式
开幕，就已经开始并产生金牌了？

其实，全运会的“先期项目”不仅是一种
惯例，而且已然成为一种“必须”。

第十四届全运会共设 35个大项、410个
小项，项目设置超过奥运会。第一，9月 15日
开幕、9月 27日闭幕，使得正式赛期只有 13天
时间，少于奥运会的16天；第二，全运会承办地
的场馆中有不少分散在各个地市，距离主会场
较远，这也就给承办者带来不小的压力；第三，
全运会的承办地不具备承办所有项目的条件，
因此有些项目不得不放在省外地区举办。

此外，因为部分项目国家队在全运会期
间有国际大赛的任务，所以提前开赛也是为
了避免这些项目与国际大赛“撞车”。

综合以上几种特殊情况，为了保证各竞赛
项目顺利进行，最近三十多年里，每届全运会
都会有一些赛事提前开赛，“先期项目”已经成
为全运会的惯例。拿 2017 年天津全运会来
说，虽然 8月 27日才正式开幕，但早在当年 4
月就进行了马拉松项目的比赛，从5月份到开
幕前还进行了花样游泳、网球、柔道、艺术体
操、跳水、足球等多个项目的角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式赛期比全运会
要长的奥运会，按照惯例也会安排部分项目
提前开赛，只是不会在开幕式前产生金牌。

第十四届全运会主会场设在陕西省省
会西安市，另外，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延
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等九个城市也将
承办部分赛事。按照竞赛日程，花样游泳、
足球、篮球、排球、武术、网球、跳水等部分比
赛会在开幕式前及异地先期办赛，决出金
牌。游泳、田径、乒乓球等项目将在 9 月 15
日至9月27日举办。 （王东）

全运会为何会有“先期项目”

9 月 10 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西安北站服务十四
运会誓师动员大会上，来
自西安客运段 15 名乘务
人员身着色彩夺目、端庄
稳重的新制服，展示了服
务双语、手语、话术和服务
礼仪，优雅的服务姿态，柔
美的服务话术，受到参会
人员赞誉。

当天是西安客运段高
铁、动集动车组列车全体女
乘务员“十四运会”新制服
换装上线的第一天，从原来
白色和蓝色为主的“青花
瓷”制服换成了红色和蓝色
为主的新制服。

“我们的新制服巧妙结
合陕西地域特点和十四运
会元素，设计红色打底衬
衫，深蓝色马甲和半裙，并
以金色丝线交织。”西安客
运段高铁列车长孙甜甜
说，衣领处印制抽象延河景
象，并巧妙制作成心形图
案，寓意用爱心、热心和耐
心为旅客提供周到服务。

早在一个月前，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便组织乘务员开展服务
礼仪大练兵，进一步规范站姿、走姿，
提升精气神，围绕服务礼仪、话术、应
急预案等进行了十四运会服务专项全
员培训，以良好的形象迎全运盛会。

誓师会上，孙甜甜高举“高铁先
锋”火炬，随车机械师叶亮栋高擎旗
帜并作出“用心服务、和谐相伴”“绽
放青春，勇当先锋”的庄严承诺，火炬
伴随着全体党员代表的铿锵誓言依
次传递，熠熠生辉。

“我们对巡检仪、对讲机、交互机
等列车设备、清扫清洁用品等进行更
新，定制印有‘长安诚 西客情’服务
标识及十四运会 LOGO 的纸杯、香
片。”西安客运段G656次列车列车长
杨劼说，要用心用情为旅客提供安
全、畅通的出行服务，让来陕西参会
的运动员和旅客感受古都热情，体验
旅途温馨。 实习记者 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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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为做好十四
运会期间铁路运输安全工作，自
2021 年 9 月 11 日 0 时起至 2021 年 9
月 27日 24时止，在西安火车站、西安
北站出站通道分别设立检查点，实行
落地安检。

严禁携带可能危及自身和他人
人身安全的物品。此外，有强烈刺
激性气味的物品；有恶臭等异味的
物品；活体动物（导盲犬除外）；可能
妨碍公共卫生的物品；能够损坏或
者污染车站、列车服务设施、设备、
备品的物品等 5 类物品也属违禁
品，还有限量携带物品需注意。

西安火车站、西安北站
实行“落地安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