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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初，四川消防总队和成
都消防支队联合行动，正式开
启全市汗蒸洗浴等公共娱乐场
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2月 10日，市消防支队执
法人员对成都市何日君温泉水
疗倪家桥店、嘉之会汗蒸会馆
红牌楼店等汗蒸洗浴类场所进
行了专项督查。“洗浴区、汗蒸
区、休息区、餐饮区，消防安全
管理设施和措施都必须到位。”
检查中，执法人员在检查了两
个场所的消防手续办理情况
后，特别对疏散通道及相关指
示标识进行了详细检查，同时
使用专业消防监督仪器设备，
对该单位的应急照明、烟感探
头、常闭式防火门等消防设备
进行了检查检验。

随着行动持续推进，在元
宵节当天（2月11日晚），对金
牛区的御手国医养生会馆、华
美达大酒店等桑拿、洗浴等人
员密集场所进行了消防检查。
除了微型消防站建设和管理工
作外，各处场所的安全疏散、消
防设备、日常管理和宣传普及
等情况，也是本次检查整治的
重点项目。

居民住宅楼内不得改建汗蒸房
成都消防排查558家汗蒸场所

2017年2月5日17时
26分，浙江省台州市天
台县一足浴中心发生火

灾，造成18人死亡，18人受伤。
为了深刻吸取浙江台州“2.5”重
大火灾事故教训，按照公安部消
防局和省消防总队统一部署，成
都市消防支队从2月11日起，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汗蒸洗浴等公共
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截至目前，已排查558家汗
蒸足浴中心，责令停产停业6家、
临时查封11家。

在本次行动中，将对相关
场所办理消防审批手续、内部
装修装饰、疏散通道等各方面
进行检查。“营业场所内，我们
会重点关注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是否畅通，特别是有无设置
仅能采取刷卡方式开启的电
磁门等。”成都消防支队执法
人员介绍，场所内的建筑消防
设施需按规范设置并保持完
好有效，汗蒸房和桑拿房的加
热管线外不得敷设易可燃材
料，“每家单位，都必须组织员
工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

定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
演练。”需要注意的是，凡在疏
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设置仅能
采取刷卡方式开启的电磁门，
都必须更换或增加应急开启
方式。检查中，如果发现未依
法办理消防审批手续擅自投
入使用的场所，都将依法责令
其停止营业并处罚款。如构
成重大火灾隐患，将提请政府
挂牌督办，协调有关部门合力
推动整改工作。“发现其他消
防违法行为的，依据消防法
律、法规严肃处罚。”

浙江“2.5”重大火
灾发生后，为了加强
全市汗蒸洗浴等公共
娱乐场所消防安全工
作，消除火灾隐患，预
防火灾事故，坚决遏
制重大以上和群死群
伤火灾事故发生，确
保全市消防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根据公安
部消防局和省消防总
队的工作部署，结合
成都市实际情况，开
展了汗蒸洗浴等公共
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活动。

“通过专项整治，
我们将优化全市汗蒸

洗浴等公共娱乐场所
的消防安全条件，最
大程度遏制重特大火
灾事故发生，切实维
护全市火灾形势持续
稳定，努力保障全市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
全。”成都市消防支队
执法人员介绍说，从
2017年2月11日起，
将开展近2个月的专
项整治行动，整治时
间持续到4月 30日，
全市具有洗浴、汗蒸、
桑拿、按摩足疗等功
能的公共娱乐场所都
在本次专项整治行动
的范围当中。”

“根据相关要求，汗蒸房
是不能在居民住宅楼里改建
的。”成都消防支队执法人员
介绍，除此之外，文物古建筑
和博物馆、图书馆建筑内都不
能设置汗蒸房，“同时不得毗
连重要仓库或者危险物品仓
库”。汗蒸房与其他建筑相毗
连或者附设在其他建筑物内
时，应当按照独立的防火分区
设置；商住楼内的汗蒸房等场
所与居民住宅的安全出口应
当分开设置。

汗蒸房内除与敞开式外廊

直接相连的楼梯间外，均应采用
封闭楼梯间；其房间疏散门数量
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
汗蒸房内安全出口或疏散出口
应分散布置，相邻2个安全出口
或疏散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
平距离不应小于5m。同时应当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市民若发现在居民楼内
开设经营性汗蒸房的情况，可
拨打96119火灾隐患有奖举
报电话，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一
经核实，将依法予以查处，同
时给予举报人奖励。

全市汗蒸洗浴场所将被逐一排查

刷卡电磁门 须装应急开启方式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共检
查的193家面积大于500平米
的汗蒸场所里，有20家未经审
核验收。而在500平米以下的
365家场所中，未备案的达252

家，都已被要求进行整改。
据统计，从行动开展至

今，成都消防已经排查了汗蒸
场所558处。其中，责令停产
停业6家、临时查封11家。

排查558家汗蒸店
责令停产停业6家、临时查封11家

居民住宅楼不得改建汗蒸房
96119火灾隐患有奖举报电话24小时为民服务

成都消防开展
汗蒸浴足场所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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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提 醒

成都消防执法
人员正在对汗蒸场
所进行检查。

华 西 都 市
报-封面新闻记
者杨雪

决赛棋手在欢迎晚宴上。
（左为周睿羊，右为连笑）

一个是“人间阿法狗”，一
个是距离世界冠军最近的国
内超一流棋手，周睿羊VS连
笑——第29届“嫘祖杯”中国
围棋名人战将于3月6日起，
在有“华夏母亲之都”称谓的
四川盐亭拉开帷幕。

开幕晚宴上，现役“名人”
连笑登台之后，笑称：“其实我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到这
地方后，风景秀丽，空气清新，
令人心旷神怡，我想，在一个
这么好的地方，应该能下出一
张很好的棋谱。今天下午到
了之后，我还平生第一次参加
了露天采摘草莓的活动，非常
难忘，春节以来没什么比赛，

都在网上练习，很想通过这次
决赛，看看自己状态到底如
何。”挑战者周睿羊最近不太
顺利，刚刚在LG杯世界棋王
战决赛中0：2不敌川将党毅
飞，并“护送”小党为四川围棋
界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尽管
如此，他还是表现出高昂的战
意，针锋相对表示“要下出最
好的棋”。

名人战诞生于1988年，
一直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国棋
院主办，这次能“情定盐亭”，
各方人士都付出了努力。盐
亭县人民政府县长在开幕式
致辞时称：“盐亭最令人瞩目
的就是嫘祖文化，嫘祖是黄帝
元妃，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母
亲，首创蚕桑，编制衣，是中华
文明起源之根；始兴婚娶、崇
尚礼仪，是中华文明礼仪之德
……围棋与嫘祖的结合，与其
说是一场美丽的邂逅，倒不如
说是两大国粹注定的缘分。”

比赛将于6日展开第一
局，8日的第二局，棋圣聂卫平
和国家队领队华学明将搭档在
母亲文化广场大厅挂盘讲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贾知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
帆）3 月 3 日，“百部看四川
——微视工程”最新一批作品
上线，《恐龙博物馆奇妙夜》、
《我为杜甫修草堂》、《好“呲
皮”的四川竹琴》、《乡愁里的
牛灯舞》4部作品生动有趣地
为观众呈现出不一样的四川
文化。

《恐龙博物馆的奇妙夜》
采用动漫与实景结合的手法，
生动展示素有“东方龙宫”之
称的自贡恐龙博物馆。毛绒
恐龙被一只复活的自贡恐龙
唤醒后，游览了这座恐龙博物
馆，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69岁的刘明富，被称为
杜甫草堂茅草屋的“御用匠
人”，在《我为杜甫修草堂》中，

“盖匠”刘明富用一把篾刀、一
副梳板、一座铡刀，还有一身
力气，20多年如一日地维修
茅草屋。从他的视角再现了
杜甫草堂这座古朴典雅、清幽

秀丽的“混合式”中国古典园
林。

在《好“呲皮”的四川竹
琴》中，四川文艺广播电台主
持人李阳因酷爱四川竹琴，便
拜在竹琴大师罗大春老师名
下，把四川竹琴演绎得“呲皮”
十足。李阳带着时尚说唱乐
的年轻人与竹琴擦出火花，一
曲《呲皮》讲出了四川故事的

“摩登味”。
“百部看四川”在腾讯视

频开设V+频道，在今日头条、
乐视、爱奇艺、优酷、搜狐、
PPTV、暴风影音等各大门户
视频网站开辟专区，并开通微
信公众号、新浪微博，每个月
都将推出一批新作。这些已
上线的作品，将在全省的户外
大屏、地铁、机场等公共场所
滚动播出。川报全媒体集群
的四川在线、《川报观察》客户
端、《四川新闻》客户端和四川
日报微博微信同时进行展播。

向往敦煌
寻回初心

上世纪初，中国画坛极追捧明
清文人画。在这股潮流中，张大千
独以“石涛专家”（清初著名画家）
闻名。1933年，仅34岁的张大千
应徐悲鸿之邀，出任中央大学艺术
系教授。然而此时中国绘画不断
寻回前代的过程，正在被打破。

在大批学子留洋学习西方绘
画技法后，“当时对于中国绘画往
什么地方去，有很大的争议，有的
说效法西画写生改革，有的说坚持
中国画传统。”1934年，张大千从学
校辞职，专职绘画。“他对画史、画
论那些文字上的争议不感兴趣”，
魏学峰说，“他曾和别人说‘我是小
人，小人动手不动口’。”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大千被日
军羁留在北平，有人请他大量临仿

“唐宋元各家”。这一时期，通过对早
期中国画的研究，张大千对明清文人
画有了新的看法，“作为一个绘画专
业者……不应只学‘文人画’的墨戏，
而要学‘画家之画’，打下各方面扎实
功底。”张大千此时甚至认为清三百
年，没有出一个像样的画家。

1938年底，张大千逃出北平回
到四川成都，并从曾任中央政府监
察院驻甘、新、青监察使的严敬斋
处听说敦煌未被盗空。严敬斋对
敦煌奇特的彩塑，以及与中原画派
大相径庭的彩色壁画的描述，引起
张大千极大的兴趣。张大千开始
为前往敦煌做准备。

从地狱里带出来的
新中国画

省博首席专家魏学峰解读张大千——

从 1941 年到 1943
年，张大千携门人、家
眷、画工在敦煌住了两
年零七个月，临摹壁画
276幅，逐考察壁画时代
与风格，为309个洞窟编
号。曾号称“不动口”的
张大千编撰了20多万字
《敦煌石窟记》。

“张大千在敦煌的
意义还不在于他个人的
成就”，魏学峰表示。张
大气带回来的临摹作
品，在当时画坛引起极
大轰动，卷起一股“敦煌
热”。然而也不止是一
股热，福泽后代的敦煌
研究院以及此后中国第
一代从事敦煌学研究的
画家、学者皆受到张大
千热情的触动，投身西
北大漠，终身不倦。

从敦煌归来的张大

千 连 续 在 1943 年 和
1944年举办画展，展出
敦煌临画及个人创作绘
画百余件，受到当时社
会贤达、政府要人以及
媒体的推崇，成为当时
国内美术界一大奇观。
当时四川艺专的学生、
后任敦煌艺术研究院院
长的段文杰以及研究院
研究员史伟湘，均是在
看过张大千画展后，深
受触动，而前往敦煌。

而张大千所使用的
复原临摹法也正逐渐得
到学界的重新认识。魏
学峰表示，德国海德堡
大学正与他联合进行一
个敦煌研究项目，“张大
千在敦煌临摹的粉本正
在被重新研究。”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何晞宇

现代人已很难想象，敦
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是多
么破败。张大千离蓉往西
北大漠“学画”的计划，时人
称之为疯狂举动。毕竟张
大千当时的绘画水平已获
世人承认，再去学老古董的
画法简直是“发神经病”。
即使在张大千将敦煌临摹
的画作带回成都举行画展，
在灼灼生辉的敦煌临摹画
前，依然有人认为这些宗教
工匠画，“庸俗不堪，画家沾
此气息便走入魔道”，甚至
为张大千感到惋惜。“但张
大千就说，‘我不入地狱谁
入地狱’。”

为了维持在敦煌的开
销，张大千卖藏品卖画，甚
至举债近5000两黄金。但
张大千的豪赌赢了。在敦
煌的“水陆道场”，张大千找
到了中国六朝隋唐绘画正

宗。传统画史中的技巧，盛
唐人物画真迹、失传的青绿
山水、甚至中原画家如夏珪
的留白式山水画都在敦煌
壁画中重现。

“张大千在敦煌发现画
史上说的“拙笔”，并不是后
来人们想象中笨拙，而是飞
动的。敦煌里面大量的飞
天，就是传说中的‘吴带当
风’。张大千还在当中看到
真正的拖泥带水皴……”。
敦煌给张大千带来最大的
影响之一，还是古代大幅壁
画的结构与组织方式。

张大千曾对门生说，“一
个学者要能够立住脚，一生一
定要有几篇大文章，一个画
家要立住脚，一生一定要有
几幅大画。”从敦煌回来后，
张大千开始创作大型画作。
目前为止，中国画家画大画
画得最多的就是张大千。

敦煌学画堪称疯狂 弘扬敦煌功不可没

魏学峰在成博做主题演讲。

1982年，桃源图，张大千。2016年香港苏富比以3470万美元成交。

张大千，上世纪最富传奇色
彩的中国艺术家之一，对近代中
国画技法的传承起到决定性作
用，尤其是对敦煌壁画的拯救性
临摹和宣传贡献巨大。3月5
日，原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省
博首席专家魏学峰，就张大千临
摹敦煌壁画的意义，在成都博物
馆做了主题演讲。

魏学峰告诉记者，先不说敦
煌技法对张大千本人的影响，光
是他在上世纪40年代带起的敦
煌热，之后兴起的敦煌学就已让
后人享用不尽，“他的一个个人
行为，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但现
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张大千去
敦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
狱”的想法下的决心。

“百部看四川”新作上线特色文化很有趣

第29届中国围棋名人战转战四川

围棋回到“母亲”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