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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郁夫藏丝绸之路文物展在洛开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曼 通讯员 胡寅 黄超 文图

平山郁夫所画敦煌佛像

本报讯 9 月 10 日，在 2019 年“洛
曾经担任日中友好协会第四任会长，
阳河洛文化旅游节”到来之际，由中国
被授予“中日友好使者”，荣获“文化交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文物交流中
流贡献奖”等奖项。
心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文物局、平山
本次展览从 9 月 10 日持续到 12
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共同主办的《从
月 10 日，展出平山郁夫收集的文物和
地中海到中国——平山郁夫藏丝绸之
他 创 作 的 丝 路 题 材 画 作 ，共 192 件
路文物展》，在洛阳博物馆开展。
（套）。展品年代上起公元前 2000 年，
据介绍，平山郁夫是日本当代成
下至公元 8 世纪，涵盖了陆上丝绸之
就最高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佛教题材
路从地中海中部地区、两河流域到印
画作，在日本画坛独树一帜。他曾到
度的主要古代文明成果。通过此次展
访过中国、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印
览，可以走进平山郁夫的丝路世界，感
度、伊朗、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等， 受平山郁夫先生的中国情怀，领略丝
遍访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收集丝路
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文化魅力。
沿线多个国家的文物，行程累计 80 万
平 山 郁 夫 1930 年 出 生 于 广 岛
公里，并致力于战争冲突地区的文物
县。1959 年，他凭借以玄奘西天取经
保护。他热心于协助保护敦煌文物， 为灵感的《佛教传来》，一跃成为备受

关注的日本青年画家。1962 年，他前
往欧洲留学半年。伴随着对欧洲文化
以及中东文化了解的加深，平山郁夫
萌生了要沿着玄奘的足迹，走访佛教
东渐之路的想法。
1968 年，平山郁夫践行自己的梦
想，前往阿富汗、中亚地区，这是他对
丝绸之路的首次探访之旅。自此以
后，平山郁夫夫妇几乎每年都会前往
印度、伊朗、叙利亚，中国西域的敦煌、
楼兰等地旅行，两人踏访丝绸之路的
总次数超过了 150 次，作为旅行记录
的素描本也达到了 600 本之多。
在探访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他目
睹了世界各地的文物和历史遗迹因战
乱和环境破坏面临重大危机。为此提
出《文化财产红十字构想》，力图保护
全球文化遗产。不仅如此，他还为保
护阿富汗、伊拉克、朝鲜等国家和地区
的文物投入个人财产。平山郁夫的义
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96
年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98 年荣
获日本文化勋章，2001 年荣获有“亚
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塞塞奖
等。直至 2009 年以 79 岁之龄与世长
辞前，平山郁夫都是日本美术院理事
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亲善大使等，是日本与全球文化
交流的重要窗口，为战后日本的文化
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全球首台紧凑型超小转弯半径掘进机洛阳下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杨培磊 文图

本报讯 9 月 10 日，由中国工程装
备集团自主研发设计的全球首台紧凑
型超小转弯半径硬岩 TBM（全断面隧
道掘进机）
（如上图）在洛阳下线。该
设备整机长度仅 38 米，最小转弯半径

为 30 米，标志着中国隧道掘进机研制
技术取得新突破。
据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赵华介绍，此次下线的是全球
首台紧凑型、超小转弯半径“文登号”

中行洛阳分行组织开展消防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为欢度中
秋和喜迎国庆节，2019 年 9 月 5 日以
来，中行洛阳分行积极组织辖内营业
网点员工开展消防灭火紧急疏散应急
预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场景演练。
通过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员工的消防意

识和安全意识，使每位员工都知道自
己职责和正确处置应急事件的方法，
提升营业网点员工处事不乱、快速处
置消防及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以杜
绝各类案事件发生，喜迎中秋国庆双
节。
（中行洛阳分行 郭列军）

中行洛阳分行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学习
2019 年 7 月以来，中行洛阳分行
积极组织辖内各党支部开展学习《中
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活
动，并组织党员进行讨论。学习活动
强调，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当
细读《条例》内容，领悟《条例》精神，将

学习到的思想内容运用于实际的工作
之中。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始终发挥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展现敢于自我
牺牲的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忠诚履职尽责的思想自觉和实际行
动。 （中行洛阳分行 郭列军）

硬岩 TBM，说它全球首台，是指目前
国内外的专家还没敢这么想过、做过；
说它紧凑，是指 TBM 总长只有 38 米，
比常规 TBM 长度缩小了 80%；说它
超小转弯，是指最小转弯半径只有 30
米，比常规 TBM 减少了 90%，并且在
狭小硐室空间内完成组装、始发、掘
进、转弯、到达、拆机等作业。
据了解，
“文登号”TBM 将在山东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排水廊道项目上使
用，该项目具有开挖直径小，岩石强度
高，围岩完整性好，转弯半径小等难
点，对 TBM 设备的高效破岩、可靠性
及整机适应性均提出了挑战。该项目
是我国首次将 TBM 工法引入抽水蓄
能电站工程建设领域，项目的实施有
助于该领域安全、环保、高效的机械化
施工的发展。

与长安马自达一起，
发掘《声入人心》第二季的宝藏！
近期播出的《声入人心》第二季节
目里，热播剧《小欢喜》中方一凡的扮
演者周奇惊喜亮相。网友直呼：
“他才
是《声入人心》里最宝藏的 boy！”而节
目官方指定座驾——长安马自达“创
驰蓝天”产品阵营也可谓是不折不扣
的
“宝藏座驾”
。
作为长安马自达旗舰级 SUV 车
型，CX-8 在设计风格与质感方面精心
考究，从色彩到选材，在每一处细节上
都进行了反复斟酌，打造出一个高品
质的舒适乘坐空间，让消费者充分感
受到
“新驾享主义”
的格调与质感。

洛阳消防部门推进
学校消防安全检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焦勐 通讯员 李靖媛
本报讯 正值开学季，为深入
推进“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
庆”消防安全专项行动。日前，洛
阳市消防支队会同市教育部门深
入重点学校检查消防安全，推进学
校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据统计，全市已成立联合检查
组 67 个，检查大中专院校、中小学
校 、幼 儿 园 及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507
家，发现火灾隐患 1056 处，督促整
改 848 处，集中约谈所属单位消防
安全责任人、管理人 987 人。

彩陶坊举行
栾川答谢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吉小平 文图

答谢会现场

本报讯 9 月 7 日上午，仰韶彩
陶坊“2019 栾川客户答谢会”在栾
川隆重举行，来自栾川的核心客户
300 余人，共聚一堂，共度美好时
刻。
在答谢会上，河南仰韶营销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彩陶坊西南销
售中心总监高红涛表示，长期以来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仰韶彩陶坊
酒从因陶而生到陶醉中原大地，从
市场上的攻城略地到品质上的有
口皆碑，接受了重重考验，在河南
市场，拥有较高的覆盖率与美誉
度，在推介中原文化、建设中原经
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悉，出席会议的还有栾川县
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新宽，
栾川县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贾柏
立，以及仰韶彩陶坊西南销售中心
相关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