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是四川省林业厅发布2016
年“红叶观赏指数”的第三周。经过20
天的耐心等待，川内多地红叶已经展
露最美风姿，层林尽染。

10月26日，华西都市报独家发布
2016年四川省第三期“红叶观赏指
数”。在29个点位中，8个景点红叶指
数已达Ⅲ级，其余点位均进入Ⅱ级。四
川今年的最美红叶季，进入华彩章节。

同时，10月28日起，2016年四川
红叶生态旅游节主会场理县，将同时
开展羌历年、“花儿纳吉赛歌节”等活
动。羌绣美酒，引吭高歌，各位不妨亲
自前往，一睹为快。

29点位变色率超35%
8景点迎最佳“赏红”期

10月26日，四川省林业厅发布第三
期红叶观赏指数，在29个点位中，8个景
点达到III级红叶观赏指数。其余点位也
都达到2级以上。这意味着，四川所有红
叶观测点，叶片变色率都超过了35%，四
川迎来2016年最佳红叶观赏期。

整个红叶观赏季期间，由省林业
厅、省旅游局指导，省生态旅游协会监
测的红叶观赏指数将持续发布。每周
四，华西都市报将每周发布一期“红叶
指数”。本期报告显示，达古冰川、雅
克夏国家森林公园、光雾山、东拉山大

峡谷、夹金山、四姑娘山，以及九寨沟
和唐家河，红叶都到了巅峰期。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随着近期气温
下降，川西地区的道路在清晨和夜间，
或出现暗冰等情况。出行时，请大家谨
慎驾驶，注意安全，备好保暖衣物。

“花儿纳吉赛歌节”
28日在桃坪羌寨举行

释比率众祭天、小伙儿们敲响千
面羊皮鼓、姑娘们跳起羌绣群舞
………10月28日，在庆丰收、送祝福、
祈平安的羌历年即将来临之际，2016
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主会场）暨理县
米亚罗红叶温泉节系列活动之“花儿
纳吉赛歌节”在桃坪羌寨举行，活动以

“欢度羌年颂吉祥·传承文化咏盛世”
为主题，也是2016年四川红叶生态旅
游节暨理县米亚罗红叶温泉节（主会
场）的系列活动之一。

羌年，顾名思义是羌族的年，羌语
称“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
是羌民族一年一度庆丰收、话团圆的
民族传统盛会。其内涵与汉区的春
节，藏区的藏历年等民族节日相近。
羌历九月初一（即农历十月初—）为羌
历年，这—天是羌族最隆重、最喜庆的
节日。羌年以前又称“牛王会”，每年
这天，家家户户都拿几升面喂牛，做馍
馍穿成串挂在牛角上，还要给牛挂红，
用猪油把牛角擦亮。辛劳了一年的农
人进入了农闲季节，辛苦了一年的耕
牛也由此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不用
再耕作，任其在山野间自由奔跑。

●“红叶指数”：
由四川省林业厅制定的《四川省红叶指

数发布管理办法》，将“红叶指数”分为Ⅲ级。
“Ⅰ级红叶指数”代表叶子变色率为10%~

35%之间，处于叶片发黄状态，较适宜出游观赏。
“Ⅱ级红叶指数”代表叶片变色率为35%

~60%之间，处于红黄与橙红之间，适宜观赏。
“Ⅲ级红叶指数”代表叶片变色率为60%

~95%之间，全部是深红、暗红或紫红色，是观
赏红叶的最佳时期。

“-”代表还未达到Ⅰ级红叶指数。

●拍客征集

寻找心中最美红叶地
你心中最美的红叶地是哪里？随手拍一

张，分享给我们，还有奖品拿哦！华西都市报
开通3大渠道，征集“心中最美红叶地”拍客
作品，优秀者还将获神秘大奖哦。
参与方式/

1、@华西都市报新浪微博发照片，并加
入#四川红叶节#话题；

2、私信@华西都市报官方微信，发送图片；
3、发送图片到邮箱schyj2016@126.com。

内容要求/
1、照片内容：体现红叶主题，故事情节，

可以是突发事、感人事、有趣事、新鲜事；
2、照片需配上文字说明，标注出时间，

地点，人物，故事等；
3、发送照片时，请写明作者名字和联系

方式，以便栏目组联系。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杨雪实习生 周卓灵童

名词解释

羌族民间体育竞技项目——爬
杆。 肖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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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文庙街，有一

个别出心裁的工作室，里面

有数十只乒乓球拍，还有几

摞方方正正的底板、钻孔

机、一堆大小各异的凿子。

“我最瞧不起市面上动

辄几千的乒乓球拍，要是我

自己做，200元就能做出一

只好球拍！”80岁大爷曹立

熹一边做球拍，一边嘴里碎

碎念。从上世纪50年代开

始，人称“曹大爷”的他，就

开始自制乒乓球拍，如今已

获得两项国家专利。

从选料到切割底板，再

到打孔、粘贴……制作一只

乒乓球拍，曹大爷全靠手

工，再用点简易机械。别小

看了一只乒乓球拍，需要上

百道工序，耗时数日。

华西都市报记者李智
摄影张磊

用加农炮轮胎
制作了人生第一只球拍

10月21日，在成都文庙街的工作室内，
曹大爷和他的徒弟吴伟，正在准备修复球友
送来的一只球拍。

谈到第一次自制乒乓球拍，曹大爷的思
绪回到了60多年前：16岁初中毕业那年，他
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南京某炮兵部队。

自小爱打乒乓球的他，在部队期间制作
了人生的第一只球拍：底板是用木板锯出来
的，木板上的胶皮，是他从军用胶鞋的鞋底
上削下来的……

至于夹在底板和胶皮中间的海绵，则来
自废旧加农炮的轮胎，“我从一个废弃的轮
胎上削了个切面下来。”

从那时起，曹大爷对制作乒乓球拍越来
越上心，至今已过去60余年。很多乒乓球爱
好者，都把球拍送给他维修。曹大爷拍摄了
一个《百人百拍集锦》，记录下他维修过的
800余只球拍的详细数据，包括每个人的技
术特点，球拍重量，海绵层数等。

一只乒乓球拍
需经上百道工序

虽然两鬓早已斑白，但曹大爷的身体还
挺好，年逾八旬，自制乒乓球拍的手艺也没
落下。

他拿出一只乒乓球拍说，制作的第一步是
选择合适的底板材料，“底板要求轻，还要有弹
性！”他拿出了一张底板，“一般来说，泡桐木材
质比较好，但缺乏弹性，桧木就好多了。”

选择好底板后，需要加7-9层的薄板，
每一层薄板只有3-4毫米厚，“薄板的作用
是增加弹性，分别加在底板上，要对称分
布。”粘贴好薄板后，最后一步，便是粘贴胶
皮和海绵。

通常来说，从选料到制作底板、贴薄板，
曹大爷制作一只完整的乒乓球拍，需要上百
道工序，耗时数日。

获两项国家专利
想把手艺传承下去

制作乒乓球拍几十年，曹大爷不仅仅满

足于老技术，还注重开发新技术。
为了增强球拍的弹性，他像爱迪生寻找

灯丝一样，从各种胶皮、各种纤维中寻找素
材，直到他找到了竹纤维。

“竹纤维无污染，生态环保，有弹性。”他
拿出一张由竹子编成的薄板说，这些竹纤维
是他从成都邛崃的山里，寻找当地的好竹
子，现场砍伐、削成细条、再编成薄板。

除了竹纤维，曹大爷还开发出了梅花桩
底板。

普通乒乓球拍都是实心的，为了减轻重
量，他把一根根小木条，锯成了只有两毫米
宽的“小木桩”。再把“小木桩”一个个粘在底
板上，形成了一个“梅花桩阵”，最后贴上其
他薄板，从而减轻球拍的重量。

这两项新颖的乒乓球拍制作技术，被命
名为蹦床式竹纤维底板、梅花桩底板，获得
了国家专利。

现在，曹大爷收了一个徒弟吴伟，两人
一起经营着乒乓球拍制作工作室。

“我只是想，能把制作乒乓球拍的手艺，
一直传承下去。”曹大爷说。

八旬大爷自制乒乓球拍
获两项国家专利

一只球拍制作完成后，曹大爷还要亲
自动手测试球拍的重量、弹性、平整度、受
力是否均匀等。

曹大爷用钢锯，将乒乓球拍的外形
从一整块木板上锯下来。

曹大爷退休后，醉心于研究制作属于自己的乒乓球拍。

乒乓球拍制作一个很重要的工序就
是打磨，光是砂纸从粗到细就有5种，最
后还需要用筷子来打磨光滑。

四川发布第三期红叶观赏指数

红叶全面绽放 8点位迎最佳赏红季

曹大爷不仅能制作各种
乒乓球拍，球技也不赖，许多
年轻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10月26日，
成都地铁官网公布了成都地铁5号线一、二期
工程补充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
公告和成都地铁6号线一、二期工程补充环境
影响评价第一次公告。根据公告，两条线路均
有所变化。

地铁五号线一二期
共设车站41座线站位局部有偏移

作为贯通成都南北的骨干线，地铁5号线
是目前成都地铁在建线路中最长的一条地铁
线路。

地铁5号线北起新都区香城大道，南至天
府新区回龙路，沿线途经新都区、金牛区、青羊
区、武侯区、高新区、天府新区、双流区等。初
步设计线路走向与工可敷设方式一致，起点至
幸福桥站（原金新路站）均以高架线形式敷设，
出站后逐渐转至地下线敷设。

初步设计车站总数及高架车站、地下车站
个数与工可均保持一致。公告显示，在初步设
计阶段主要变化包括线站位局部偏移，大丰车
辆段与元华停车场功能对调，车辆编组由6A
调整为8A。设计变更后，地铁5号线一、二期
工程设计范围为华桂路站-回龙站。线路全长
49.012公里，其中地下线42.313公里，高架线
6.383公里，过渡段0.316公里；共设车站41
座，其中地下站36座，高架站5座，换乘站14
座；平均站间距1205米。全线共设车辆基地3
处，其中车辆段1座、停车场2座。5号线建设
总工期为3年11个月。

地铁6号线一二期
部分区间调整线路长度减少400米

此次公告显示，地铁6号线也有变化。
根据此前《四川省环保厅关于成都地铁6

号线一、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相
关内容，成都地铁6号线一、二期工程北起于
望丛祠站，南至观东路站，线路由北向南主要
沿望丛中路、西区大道、浦兴街、校园路、盛发
街、沙西线、交大路、沙湾路、一环路、顺江路、
锦华路、三色路、中柏大道布设，线路全长约
47.4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站38座，设1处龙
灯山车辆段和1处郫筒停车场。

随着设计阶段深入，工程设计内容发生变
化，经对照梳理，变化主要内容有，为避让污水
管，琉三路口站-金融中心东站区间由三色路
调整至金石路。出入线为避让龙翔佳苑安置
房小区，南移约300米。车辆基地功能互换，
龙灯山车辆段改为停车场，郫筒停车场改为车
辆段等。

此外，其余内容与工可基本一致。设计变
化后，工程线路全长约47.0公里，全部为地下
线，设站38座，设1处龙灯山停车场和1处郫
筒车辆段。目前6号线一二期已全面开工，计
划2020年建成通车。

成都地铁两条线路有变动
地铁6号线长度减少400米 区

间走向有调整

四川迎来2016年最佳红叶观赏期，图为理县红叶。（理县宣传部供图）

2016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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