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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母子術後母子
皆康復皆康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民眾在長江民眾在長江
放流魚苗放流魚苗。。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格薩爾王像格薩爾王像。。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江江碧波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碧波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曾任重慶曾任重慶
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教授教授，，是中是中

國美術家協會國美術家協會、、版畫家協會藝委會委員版畫家協會藝委會委員。。
擅長版畫擅長版畫、、雕塑雕塑、、油畫的她油畫的她，，在日本在日本、、美美
國國、、加拿大等國舉辦過多次個人美術作品加拿大等國舉辦過多次個人美術作品
展展，，代表作為代表作為《《飛奪瀘定橋飛奪瀘定橋》、《》、《白雲深白雲深
處處》、《》、《近鄰近鄰》，》，大型城市雕塑大型城市雕塑《《歌樂山歌樂山
烈士群雕烈士群雕》，》，油彩油彩《《豆角熟了豆角熟了》、《》、《永恆永恆
的瞬間的瞬間》》等等。。其中其中，《，《飛奪瀘定橋飛奪瀘定橋》》被收被收
進小學教科書進小學教科書，，19801980年創作歌樂山烈士群年創作歌樂山烈士群
雕榮獲全國首屆城市雕塑最佳獎雕榮獲全國首屆城市雕塑最佳獎。。

200200幅國畫組成總長千米幅國畫組成總長千米
該次的該次的《《上下五千年上下五千年》》是江碧波創作的是江碧波創作的

大型組畫大型組畫，，由由200200幅長幅長55米米、、寬寬22米的國畫米的國畫
組成組成，，總長達總長達11,,000000米米，，以遠古時代到開以遠古時代到開
國大典之間的歷史事件國大典之間的歷史事件、、著名人物著名人物、、文化文化
傳承傳承、、神話等方面的故事作為創作素材神話等方面的故事作為創作素材。。
早在早在20142014年年，，江碧波個人藝術展曾展江碧波個人藝術展曾展

出出200200幅中的幅中的2020幅幅，，這也是系列組畫的首這也是系列組畫的首
次亮相次亮相。。
《《上下五千年上下五千年》》的第一件作品是的第一件作品是《《盤古盤古
開天開天》。》。這這200200幅作品描繪的神話傳說有幅作品描繪的神話傳說有
《《大禹治水大禹治水》》等等，，事件有事件有《《七步成詩七步成詩》、》、
《《聞雞起舞聞雞起舞》》等等，，人物有人物有《《屈原九歌屈原九歌》、》、
《《司馬遷司馬遷》、《》、《蘇武牧羊蘇武牧羊》》等等，，文學作品文學作品
有有《《紅樓夢紅樓夢》》等等。。
江碧波江碧波19391939年出生於貴州省貴陽市年出生於貴州省貴陽市，，

19411941年前後年前後，，襁褓中的她來到抗襁褓中的她來到抗
戰中的重慶戰中的重慶。。父親江敉是四川美術父親江敉是四川美術
學院教授學院教授、、著名漫畫家著名漫畫家、、版畫家版畫家。。
受父親的影響受父親的影響，，三四歲的時候三四歲的時候，，江江
碧波就開始接觸繪畫了碧波就開始接觸繪畫了，，19541954年年

考入四川美院附中考入四川美院附中，，開始正式學畫開始正式學畫。。
讓年輕一代認識了解自己的優秀傳統文讓年輕一代認識了解自己的優秀傳統文

化化，，樹立文化自信樹立文化自信，，找到文化的優越性找到文化的優越性，，
是江碧波創作是江碧波創作《《上下五千年上下五千年》》的初衷的初衷。。
「「中國的哲學思想中國的哲學思想、、藝術方法都是我們的藝術方法都是我們的
文化優勢文化優勢，，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
徵徵，，要珍惜我們的傳統要珍惜我們的傳統，，珍惜中國人所特珍惜中國人所特
有的燦爛文化有的燦爛文化，，它們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它們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
生命力生命力。」。」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如何從中選擇如何從中選擇200200

幅國畫的素材幅國畫的素材？？江碧波說江碧波說，，她所選擇的一她所選擇的一
定是重大的定是重大的，，有重要影響力有重要影響力，，具有知識教具有知識教
育意義的人和事件育意義的人和事件，「，「要為國家民族的子要為國家民族的子
孫負責孫負責。」。」

來自廣東茂名僅7個月大的男寶
辰辰，兩次生命都是母親給的。第
一次，是出生的時候；第二次，母
親毫不猶豫捐出了自己的部分肝
臟，挽救了患有先天性膽道閉鎖的
他。這也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
肝移植中心專家成功完成的華南首
宗跨血型親體兒童肝移植手術。
葛西手術是目前治療膽道閉鎖的
首選方法，這種手術是將肝門與腸
道相連，造出一個排泄膽汁的通
道。然而，當今年2月，辰辰父母
輾轉到該醫院肝臟移植中心治療
時，辰辰已錯過了接受葛西手術最
佳時機。
該院肝臟移植病區主任易述紅
說，一開始見到小辰辰時，他精神
萎靡，全身蠟黃，哭鬧不止，大家
從沒見他笑過。因為吃得很少，大
便都是白色。

肝移植是唯一拯救辦法
「小患兒的肝功能惡化明顯，血
膽紅素超標30倍，凝血指標也遠高
於正常，影像檢查提示已經出現了
膽汁性肝硬化，脾臟腫大和大量腹
水，肝移植成為能救他的唯一辦
法。」易述紅說。

辰辰的病情重進展迅速，不一定
能等到合適的捐獻來源供肝。親屬
捐肝活體肝移植手術是另一個辦
法，術前評估，醫生發現媽媽的肝
臟適合行劈離捐肝手術。但是，媽
媽的血型與辰辰不符，手術存在一
定排斥反應風險。
專家認真討論後，認為血型不相

容導致的術後排斥風險是可控的，
22歲的辰辰媽媽李女士毫不猶豫地
同意該方案。「別說一小塊肝，只
要能救他，整個肝給他我都願
意。」
3月2日，經過專家10小時的手
術，媽媽的肝臟在辰辰體內很快就
發揮了功能。第十天時，指標就已
經完全正常了，他的膚色回到了普
通寶寶的白皙紅潤。 ■南方網

有網友近日爆料稱，位於江西的華東交通大
學理工學院靖安校區的建築十分雄偉，裝潢和
古代皇宮類似，引發爭議。
該學院組建於2001年，是全日制本科層次的
一個獨立學院。其靖安校區毗鄰4A級風景區三
爪侖，佔地面積1,850畝，擬總投入10億元人
民幣，分三期全部建成後可同時容納5,000餘
名師生學習生活。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
據網友上傳的照片來看，如果不是被告知這是

一所高校，肯定有人以為走進了影視城，因為該
校區無論是建築還是裝修的式樣，都類似故宮般
宮廷建築，非常的雄偉，護城河、城牆、黃色的
琉璃瓦、紅牆、漢白玉圍欄一應俱全。
對於這樣的校區，有網友就調侃道，在靖安校

區上課就像古代大臣進宮去上早朝一樣。有網友

表示，這樣的建築是中國傳統風格，比較有特
色。不過也有人認為，學校應該把更多的錢投入
到科研中，而不是修建豪華建築。

學校：供學生藝術寫生培訓
該學院的工作人員在回覆時表示，學校把校區

建設成仿古模式，主要是想通過展示中國傳統文
化，把校區打造成為一個亮點，供學生藝術寫
生、培訓。在學校的官網介紹中也提到，靖安校
區建築物全部是採用仿古建築風格，有漢、唐、
宋、元、明、清等建築群，集歷史感和藝術性於
一體，體現了中國兩千多年璀璨的古建築文化。
未來還將承擔起中華傳統文化傳播基地、影視創
新創業基地、學生研學寫生基地等作用。

■《法制晚報》

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已啟動重點文化
工程《格薩爾》史詩搶救保護五年規劃
(2017年至2021年)工作，官方冀此打造玉
樹民族傳統文化名片。目前，玉樹州已完
成《格薩爾》史詩版本篩選、雙語詞條前
期搜索整理、翻譯人員的譯稿試譯和翻譯
參考資料整理打印等工作，並完成20個
劇本的說唱錄製。
卷帙浩繁的《格薩爾》史詩逾一百多萬
詩行、兩千多萬字，且內容仍處增長之
中。據了解，玉樹州目前是《格薩爾》史
詩遺跡分佈最為廣泛地區之一。
官方稱，此次實施的玉樹州重點文化工

程《格薩爾》史詩搶救保護五年規劃，包
含《格薩爾》「百部」學術珍藏版108
部、《格薩爾》藏文學術出版100部、
《格薩爾》學術漢譯版30部、《格薩
爾》經典音樂匯編、《格薩爾》經典諺語
版7部等項目。 ■中新社

網傳廣東清遠市清新區第一
中學發佈「史上最嚴」男女交往
校規，「男女生共同進出食堂、
給異性拎包拿外套等行為皆被禁
止」，該校規在網絡上引發熱
議。校方回應稱，制定該規範的
初衷是規範學校男女生青春期正
常交往行為，且只是內部討論
稿，並未實施。
該份被網友戲稱為「史上最

嚴」的校規，有些近乎「苛
刻」。該規定禁止男女生間8種
行為，如共同進出飯堂，互為彼
此打飯，共用一個餐盤，互餵食
品；給異性拎提包、外套等隨身
物品；接受或給予異性食品、禮
物；在校道、運動場、男女生宿
舍周圍等地點附近逗留；異性間
肢體性接觸等。
校方解釋，此前學校有個別

男生交往存在過密現象，學校領
導也接到過很多相關投訴。

專家倡討論從而自我約束
原廣東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

任曾錦華認為，對青春期男女學
生的交往行為應該以引導為主，
而不是制定像法律法規般強硬規
定，這反會引起學生更大的牴觸
心理。
曾錦華說：「青春期男女學

生處於生理發育期，對兩性關係
還處於懵懂狀態，難免好奇。但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正常的，學

校應該多考慮學生的想法，而不是靠制定
規定來對學生進行管理。」因此，他建議
學校可以組織學生公開自由討論，從而約
束自己的行為。 ■南方網

中華上下五千年文明中華上下五千年文明，，你知曉多少你知曉多少？？7878歲重慶知名女畫家江碧波已經完成歲重慶知名女畫家江碧波已經完成

其大型其大型《《上下五千年上下五千年》》長卷長卷。。江碧波說江碧波說，《，《上下五千年上下五千年》》由由200200幅巨幅國畫幅巨幅國畫

組成組成，，從從20092009年起歷時年起歷時88年創作過程年創作過程，，將中華文明囊括其中將中華文明囊括其中。。 ■■華龍網華龍網

女畫家艱辛創作女畫家艱辛創作88年年

繪中華五千年長卷繪中華五千年長卷

■江碧波每天堅持繪畫10多個小時，認為
創作是對民族子孫負責。 網上圖片

■作品《紅樓夢》。 網上圖片

■■江碧波為了讓江碧波為了讓
年輕人了解五千年輕人了解五千
年中華文化的優年中華文化的優
良歷史良歷史，，特別創特別創
作由作由200200幅國畫幅國畫
組成的巨型組組成的巨型組
畫畫。。圖為她在工圖為她在工
作室裡進行創作室裡進行創
作作。。

■■江碧波也擅長江碧波也擅長
雕塑雕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慈母割肝救子
成功跨血型移植

江西建仿古校園 網友稱上課如上朝

搶救《格薩爾》史詩
青海訂五年規劃

江蘇省揚中市昨日開展了今年第一次長江增殖
放流活動，當地漁民和愛心人士向長江放流河豚
1,000尾，青魚、草魚、花白鰱等魚類共計7,500
公斤，旨在保護長江生態、物種修復。
作為長江中的一座島城，揚中因盛產河豚而

聞名。因河豚魚身含劇毒，中國民間一直流傳有
「拚死吃河豚」的說法，河豚也成為揚中文化基
因的一種獨特載體。多年來，當地通過高科技研
究，致力於探索河豚的毒素、生理習性及河豚種
質資源保護。據悉，揚中持續開展增殖放流活
動，今年預計全年放流魚苗總價值400萬元人民

幣，以喚起民眾對長江生態環境的重視與關
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田雯江蘇報道

江蘇放流千尾河豚 護長江生態

2017年3月19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日）

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J2台

6:00 百法百眾
6:30 香港玄案
7:00 日日有食神
8:00 藝坊星期天
8:30 識多一點點
9:00 文化廣場
9:30 烈車戰隊
10:00 妖怪手錶
10:30 FAIRY TAIL魔導少年

IV
11:00 周日龍門陣
11:55 宣傳易
12:05 搵食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超級無敵獎門人再戰江

湖
2:05 Sunday扮嘢王
3:05 4個小生去旅行及超級勁

歌推介
4:00 幪面戰士
4:30 猩猩補習班
5:00 毛起來幸福站
5:30 寵物小精靈XYZ
6:00 財經透視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星期日檔案
7:30 屋邨遊樂團
8:00 吾淑吾食澳洲篇
8:30 流行經典50強
9:30 我瞞結婚了
10:30 Ben Sir研究院
11:00 請勿關燈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1:50 廣告雜誌
12:00 妙手仁心
1:00 宣傳易
1:05 財經透視
1:35 宣傳易
1:45 大紅帽與小野狼
3:40 粵語長片：女黑俠木蘭

花

6:00 權能時間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8:30 時事摘錄
9:00 進修新天地：上網一族
10:05 進修新天地：地球日高峰

會：(第二部分)
10:55 進修新天地：積金投資教育

講座：如何制訂全面的退休
計劃

11:20 進修新天地：企業管治研討
會2016：內地與香港的企業
管治：一國兩制？

11:55 進修新天地：中華學社講座
系列：故宮的世界，世界的
故宮(第二部分)

1:00 生命禮讚
1:55 野性佛羅里達
2:50 清心直說
3:15 音樂熱點
3:30 恩雨之聲
4:00 趣趣知知鳥
4:20 Toon Disney：魚樂圈
4:45 Toon Disney：蒂蒂與小熊
5:10 小小運動家
5:30 蕾蕾看世界(II)
6:00 Rick Stein地中海風味遊
6:55 帆船精髓系列「無懈可擊」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科技看未來
8:30 全美一叮(XI)及話說當年
9:30 周末大電影：美女與野獸
11:20 晚間新聞
11:35 瞬間看地球
11:40 港生活．港享受
12:10 我要做廚神(III)
1:50 Top Gear(XXII)
2:50 科技看未來
3:15 全美一叮(XI)
4:0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綠茵繼承者
7:10 搜搜首爾
7:30 聖鬥士星矢Ω
8:30 流行別注
9:00 K-Pop
10:30 阿媽上學去
11:45 創潮居
12:00 周遊列國
12:30 賽馬直擊
6:00 勁歌金曲J2版
7:00 美麗魔法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安樂蝸
9:00 叢林的法則
10:35 A LIFE：深愛的人
11:35 手多多創意
11:45 進擊！巨人中學
12:05 黑執事 幽鬼城殺人事件
12:35 賽後你點睇
2:05 安樂蝸
2:35 細說韓食
3:05 A LIFE：深愛的人
4:00 手多多創意
4:10 進擊！巨人中學
4:30 黑執事 幽鬼城殺人事件

06:30 百載鑪峰
07:00 黃金歲月
07:30 大樹之歌
08:00 醫生與你
08:30 吾土吾情
09:00 光影我城IV
10:00 綠上行3
11:00 零距離科學
12:00 城市論壇
13:00 Beyonce & Jay Z歌影逃亡
15:05 我們都是這樣唱大的II
16:00 藝坊星期天
16:30 一班人去賣藝
17:00 喵喵魔法盒
17:18 Pop Up！大冒險
17:30 小星人Go Go Go
17:45 小船Sydney
18:00 時事摘錄
18:30 鏗鏘集
18:55 天人合一之綠色先鋒
19:00 卓越教室
20:00 滅罪實錄
20:30 海關故事
21:00 硬地音樂
21:30 手語隨想曲5
22:00 同里有親
22:30 新聞天地
22:50 天人合一之綠色先鋒
22:55 滋味科學
23:00 性本善經典重溫
00:00 城市論壇
01:00 我未成年

06:30 金曲點播
06:45 皇牌大放送
08:00 周末晨早播報
08:25 鳳凰氣象站
08:30 風雲對話
08:55 鳳凰氣象站
09:00 我的戰爭-朝鮮
09:40 金曲點播
09:45 文化大觀園
10:15 財智菁英匯
10:45 凡人歌
11:45 世紀大講堂
12:30 周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13:00 一虎一席談
14:00 風雲對話
14:30 笑逐言開
15:15 寶島聚焦
15:45 皇牌大放送
17:00 我們一起走過
17:45 大政商道
18:15 凡人歌
19:15 風雲對話
19:45 龍行天下
20:30 名人面對面
21:00 時事直通車
21:40 我的戰爭-朝鮮
22:15 築夢天下
22:45 大政商道
23:15 世紀大講堂
00:00 寶島聚焦
00:25 鳳凰精選
01:30 凡人歌
02:20 風雲對話
02:45 龍行天下
03:30 大政商道
04:00 名人面對面
04:3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5:15 我的戰爭-朝鮮
05:55 鳳凰精選

06:00 早晨新聞
08:00 屢見耆工2
08:30 文化交叉
09:00 Interviu
09:30 境界觸發者
10:00 小馬寶莉
10:30 小站
11:30 Go！Japan TV日本大放送
12:00 午間新聞
12:30 回答吧！1994
14:30 的士Go
15:00 無限挑戰
16:30 少年阿貝GO！GO！小芝麻
17:00 美少女戰士CRYSTAL
17:30 課外Fun Days Out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粵港財富通
19:00 經緯線
19:30 屢見耆工2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挑機魔法師
21:30 Interviu
22:00 Line Town
22:30 扮嘢偽術師 2
23:30 晚吹-啪啪聲，太好聽
00:00 無限挑戰
01:30 一個地球
02:00 夠細煮
02:30 當衝三小遇上+886MM
03:30 Home Sweet Home
04:30 Cooking媽嫲
05:30 風行全世界

06:00 朝聞天下
08:35 2016挑戰不可能
10:10 2017歡樂中國人
12:00 新聞30分
12:33 今日說法
13:08 精彩一刻-歡樂中國人第

六期退役老兵夫婦捐助公
益

13:34 遙遠的距離-22-25
16:48 零零大冒險 跨頻道版
17:51 等着我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40 焦點訪談
20:00 2017歡樂中國人-9(1-4)
21:59 晚間新聞
22:36 2017歡樂中國人
00:27 警察特訓營(第一季精編)
01:17 開講啦
01:34 生活提示
01:41 晚間新聞
02:13 精彩一刻
02:40 加油向未來-精編
04:10 動物世界
05:00 新聞聯播
05:30 人與自然

06:00 海峽兩岸
06:30 今日亞洲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
08:00 中國新聞
09:00 2016國家記憶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3:01 深度國際
13:33 海棠依舊-16-20
17:15 城市1對1
18:00 中國新聞
18:15 中華醫藥
19:00 中國新聞
19:30 中國輿論場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中華情
23:00 快樂漢語
23:45 海棠依舊-16-18
2:00 新聞聯播
2:30 海棠依舊-19-20
4:00 中國新聞
5:00 中華醫藥
5:45 天天飲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