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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

▲《鹿王本生图》

九色鹿

来重庆了！

去三峡博物馆零距离欣赏敦煌壁画全貌

◀《鹿王本生
图》细节

你是不是还在遗憾，
去敦煌，
只能在微弱手电筒光线下欣赏一幅幅举世震惊的敦煌壁画。这样
的遗憾从今天起，将得到极大的弥补。包括著名的“九色鹿”在内的 33 幅经典敦煌壁画，飞出昏暗
的洞窟之中，来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三楼明亮的展厅里，以零距离的裸展方式，为观众们展示敦
煌壁画的绝世之美。
据悉，
名为“佛国圣殿·丝路与长江——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公益巡展”将从今日起正式拉开为期
一个月的大幕，
观众们可免费参观展览。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高保真复制敦煌壁画
敦煌，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艺术世界，
令无数
的艺术家们为之痴迷。敦煌莫高窟，被誉为 20 世
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五彩斑斓的壁画和栩栩
如生的塑像使其名满天下。
去过敦煌的游客都会知道，
在敦煌，你只能在
微弱的手电筒光线下，走进随机开放的洞窟中，
去
欣赏一幅幅敦煌壁画。
据展览策展人曾学军介绍，敦煌研究院和中
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利用现代数字技术，
选取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
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壁画精品，
组成
“敦煌壁画艺
术精品公益巡展”。
这些壁画全部是通过现代数字技术高保真复
制而出，
“可以这样说，展出中的每一幅壁画，和原
作都分毫不差，包括壁画脱落部分、壁画的残缺部
分，我们都是尊重了原件的本来面貌。
”
同时，展出解决了在原始洞窟受空间和光线
的限制，无法看清楚的画面。也让观众们可以零
距离地站在展品面前，从线条、色彩和整体面貌等
部分，细细体会每一幅壁画的精美之处。

“九色鹿”
来到重庆
对许多 80 后来说，动画片《九色鹿》里那一幕
幕精美的画面，至今都存留在脑海之中。这次来
到重庆的展品中，就有《九色鹿》的创作来源——
莫高窟第 257 窟壁画《鹿王本生》。
据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石窟讲解员张琪介
绍，
《鹿王本生图》所描绘的就是释迦牟尼生前的

刘力 摄影报道

一个故事，
它用一长条横幅展开了连续的情节：
有
一美丽的九色鹿王（释迦牟尼的前身）在江边游戏
时救起一个将要溺死的人，这个被救之人却违背
誓言，
出卖了九色鹿王的所在。
张琪说，
在表现形式上，
《鹿王本生图》以长方
形的构图，
分段描绘，
使故事情节严密而生动。在
表现方法上，
“凹凸法”
的渲染表现出了物像的立体
感。色彩多用土红、粉红、蓝、草绿等。画中的山
水，无皴擦，
很有装饰味，
树木的枝干用土红着色，
树叶用绿色大笔涂染。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说
明了北魏时期莫高窟壁画既继承了民族传统，也
吸收了外来的优点，
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着。

◀禅定像

“东方蒙娜丽莎”
现身
说起达·芬奇创作的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大
家都不陌生。在敦煌莫高窟中，也有着一尊被人
们誉为“东方蒙娜丽莎”的塑像——位于 259 窟内
的禅定像。
第 259 窟禅定佛像是在北魏塑造，
距今已有千
年历史，
位于该窟北壁下层龛东起第一龛内，
坐像
高 0.92 米。塑像坐于圆券形小龛内，结跏趺坐于
方形佛座上，
双手施禅定印，
身着土红色袈裟，
通肩
裹体，
身躯端直雄健，
造型厚重，
颈稍前屈，
俯首下
视，
嘴角微翘，
庄重宁静的神情中露出含蓄的微笑。
塑像衣纹阴刻线流畅灵活，
疏密适度，
随身紧
裹，给人以薄纱透体之感，
即所谓的
“曹衣出水”
的
手法。塑像面部表情刻画细致，
高耸的长眉，
微挑
的眼角，
稍翕又张的鼻翼，
上翘的嘴角形成动人的
小窝等，表露佛的内心澄心静虑，纯净怡情，可惜
眼睛和左腿已略有破损。这身塑像是敦煌石窟禅
定像的代表，
也是彩塑艺术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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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精
美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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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市昌旺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
DE8989 渝 DK526 挂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遗
失秦旭车牌号渝 F23268 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涪陵中心支公司
綦江县旭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Q2693 渝 机构名称：
微信
BS7287 营运证注销，忠源公司渝 BU7067 渝 机构负责人：
同号
辛亚
D00286 渝 D48757 渝 BN3659 渝 BQ1033 营运
机构编码：
000110500102
证 遗 失 ，龙 科 长 寿 分 公 司 渝 BT0865 营 运 证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500115045330 遗失，重庆皓辉汽车运输有限 原机构住所：
涪陵区太极大道 9 号（邮政集资楼）第三层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公司渝 A0H765 道路运输证 500231021804 遗 现机构住所：
涪陵区经桥路 11 号（翔正丽湾）F 幢负 3-1-1、
失作废，重庆尊翔物流有限公司渝 BY3906 营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生产资料商场（营业执照）●遗失2016.12.23发陈晓娅执照副本92500112MA5U9WX34F作废 运证 500110058049 遗失作废，重庆尊翔物流
3-1-2、3-1-3
有限公司渝 AA987 挂营运证 500110055143 成立日期：
正副本，注册号5001091911187声明作废。
2009
年 03 月 16 日
迁坟通知
遗失作废，重庆尊翔物流有限公司渝 BZ1331
●遗失民警周利刚警官证，警号106745，声明作废
408000
经重庆市沙坪坝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沙发 营运证 500110117535 遗失作废，重庆尊翔物 邮政编码：
●遗失重庆铜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 改【2020】541 号文件批准，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 流有限公司渝 BX1291 营运证 500110069936 联系电话：18883184336
证正副本，编号：JY35001110082541声明作废 司将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街道二塘村牛角坟 遗失作废，重庆尊翔物流有限公司渝 BA51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喊天宝及荒沟区域，铺设DN1400 供水管道，请 挂营运证 500110045865 遗失作废
● 胡 立 恒 遗 失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社：
在上述区域的坟主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前完成坟
1000 吨生物原料药 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
500382199903098273，有效期限：2016 墓迁葬。逾期不迁葬，按无坟主处理。特此通知 重庆江峡生化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技改搬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
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4日 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 权的业务，
年8月9日-2026年8月9日，现声明作废。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DZ7137 营运证 500110116892 遗失作废。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江峡生化 发证日期：
2021 年 07 月 12 日
●遗失周意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53233作废 上佳公司渝
成昆商贸公司渝 DV5621 营运证 500110127967。途舰 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生物原料药技改搬迁项目
（一）环境影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重庆双祥物流有限公司渝D75160，渝D3066G，渝 农业发展公司渝 DY9371 营运证 500115072677 遗失作 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废。途舰农业发展公司渝
DY2169
营运证
500115069626，
B7A117，渝D8156G，渝DH2389营运证遗失作废。 渝 DB8222 营运证 500115069627，渝 DF8796 营运证 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江峡生化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遗失母亲王小露、父亲任茂伟之子任朗在2010年12月 重庆大衍体育管理有限公司（玖城壹号）
1000 吨生物原料药技改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遗失江津市柏林中学校实作茶厂营业执照正 500115070210，渝 DV7131 营运证 500115070799，渝（征求意见稿）
渝卫公证字（2019）
全文网络链接：https://www.023002. 29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322336声明作废 遗失卫生许可证：
营 运 证 500115070207 注 销 。 强 帮 公 司 渝 com/thread-53415-1-1.html。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副本，注册号5003811900135及公章声明作废 DT7538
A93909 营运证 500110056910 遗失作废。卡乐公司渝
有效日期：2019
重庆江峡生化制药有限公司办公室（重庆 遗失母亲王小露、父亲任茂伟之子任羽晨在2014年12月 第 500107000394 号，
●重庆他国优品商贸有限公司公章50038 BV3686 营运证 500110042117 遗失作废。普驰公司渝 方式和途径：
市万州区五桥红星东路 421 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 18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57978声明作废 年7月2日到2023年7月1日。
营运证 500110069493 遗失作废。货车之家渝 范围：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
17020144发票章5003817023894作废 B8A701
DQ9892 营运证 500222121630 遗失作废。昱翔公司渝
（三）公众意见表和第一次公示公告的网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分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鹏驰运输公司綦江分公司渝BJ2592营运证灭失注销 D28436 道路运输证 500110088726 遗失作废。首邦公 他组织等。
重庆星耀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俊与
链 接 ：网 络 链 接 ：https://www.023002.com/
BQ9062 营运证 500110010869，渝 BS6606 营运 thread-53415-1-1.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公司联通网苑沙坪坝三峡广场直营店遗失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
●重庆奥群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5001035030664）作废 司渝
证 500110102003，渝 BV0618500110037455 遗 失 作 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
第 2329 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
●遗失重庆辉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废。重庆市富腾公司渝 BL1793 营运证 500110038033；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 2009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第二十条的规
BL5753 营运证 500110070162；渝 BN3722 营运证 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本，
注册号：500000300004693，声明作废 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
编号91500118MA604M3RX1声明作废 渝
500110044545；渝 BL9571 营运证 500110042487 遗失
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

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

平跃物流公司渝 DA0231 渝 DC5305 渝 DZ3666 作废。携手公司渝 B8A115 营运证遗失作废。坤驰公司 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建设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金加亿供应链服务有限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
营运证遗失，森勃汽车运输公司 渝 BR9012 渝 渝 BV2761 营运证遗失作废。凯艺公司渝 BZ2761 营运 单位：重庆江峡生化制药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万州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60WN7XXG）,拟 现定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 时在重庆市渝
D15891 营运证 500110106849 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园区，联系人：贺部长，电话：将注册资本由壹佰万元整减少为叁万元整。请债权债务 北区桂馥大道 10 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
BX1931 渝 BQ2102 营运证遗失作废。合家欢 证遗失作废。昱翔公司渝
三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本
遗失作废。豪顺公司渝 D31939 营运证 500110094370
Email：619944474@qq.com。
（五）公
物流公司 渝 DA7550 营运证遗失作废。迅驰汽 遗失作废。重庆欣祥物流有限公司渝 BQ9528 注销。17783987030，
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 年 7 月 9 日~2021 年 7 月 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 委将作缺席审理，
车运输公司渝D10720车，营运证遗失作废。 久合公司渝 D49499 营运证 500110090953 遗失作废。 15 日。重庆江峡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5 日 告。重庆金加亿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5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7月15日

◀弥勒经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