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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2日空气质量

成都（18时）AQI指数 11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广元、西昌、攀枝花
良：乐山、雅安、眉山、资阳、德阳、巴中、遂宁、内
江、绵阳、广安、宜宾、南充
轻度污染：泸州、达州
中度污染：自贡

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2—129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大部城
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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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缺牙人福利：种植牙有援助
秋季是口腔疾病的多发季节，气候干燥，口

腔内的唾液分泌变少，导致细菌大量繁殖，容易
引起牙周病、牙齿缺失、牙痛等口腔疾病。近日，
打健康热线96111咨询牙齿问题的市民越来越
多，口腔医生也在线为客人详细解答。

关爱牙健康：口腔检查免费
为帮助市民尤其是缺牙市民恢复一口健康

好牙，96111健康热线携手爱心单位特推出“双
11·种植牙全城援助”公益活动。市民可打电话
报名免费口腔检查、种植牙专项援助，打热线
028-96111咨询详情。

种植牙：专项援助
第一，种植牙全场包干特惠价，含牙根、基

台、牙冠、手术费在内；第二，援助特价后，还可享
种牙充值返现金1000元起；第三，假牙当现金
花。戴假牙的市民，做种植牙可抵300元；第四，
免费拍片检查、口内常规检查。

活动假牙异物感强，不舒服，疼痛，松动，咀
嚼功能差。种植牙微创、安全、无痛、舒适、美观，
还能恢复口腔咀嚼功能，种植2颗/4颗能恢复半
口/全口缺牙，省钱又实用。

秋季干燥，常润牙护牙
口腔医生表示，秋季要多注意口腔保健，养成

良好的清洁习惯，大量饮水，定期清洗牙结石，出现
牙周病和牙齿缺失的情况，要及时进行检查治疗。
同时，秋季天高气爽，十分有利于缺失牙的修复。

援助申请电话：028-9611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299期开奖
结果：685 直选：4974（188）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
6：9509（570）注，每注奖金173元。（629.9万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299期开奖
结果：68546 一等奖：45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58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163期：
303311113303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163期：
20302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163期：
33003333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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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跃宣的“杨府”火了。
走进宜宾市筠连县双腾镇柏
胜村，随口一打听“杨府”，村
民就会指给一个抵达的方
向。在这个距离筠连县城30
公里的小村庄，一路可见高
档轿车来来往往，均为一睹

“杨府”真容。
穿过绿树丛荫，来到一

座刷成了金红相间的三层
“古宅”前，望着一个牌坊上
端正的“杨府”，喊一声“老
杨”，杨跃宣便呵呵大笑地走
来了。

杨跃宣说，“杨府”由上
万件古建筑材料搭成，仅雕

花木门就有999扇，来自全
国各个地方，99条龙、99只
凤“藏”在建筑的墙面、横梁
上，主要来自河南。其中，他
认为最有意思的，是一楼楼
门上的匾幅，四个方位上各
刻有一条龙，“很是吉祥”，这
是从西安收藏而来的。

在二楼和三楼，摆着 9
张杨跃宣眼中的贵妃床、太
子床、公主床和将军床。他
说，其中两张明代床是石家
庄的朋友送的，雕凤的是妃
子床，雕龙的是太子床。太
子床旁，一个挂着秃鹫的梳
妆台，则来自西藏。

话剧、小品、情景剧、音乐剧
……11月2日，四川省第十六届
戏剧小品（小戏）比赛在乐山市
开幕。本届比赛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乐山市政府主办，省
文化厅剧目工作室、乐山市委宣
传部、乐山市文广新局承办。

比赛将持续至11月 6日，
来自四川省内 18个市州代表
队、2个省级文艺单位、7所高校
的 62 个节目，将陆续登台角
逐。在此期间，还将举行惠民演
出暨首届“嘉乐汇”戏剧周。作
为戏剧周最大亮点，乐山原创大
型舞台情景剧《海棠花开》亦于
2日晚惊艳亮相。

比 小凉山扶贫故事
赛 搬上舞台精彩重现

11月2日下午2点半，本届
比赛开幕式在乐山中心城区嘉
州会堂举行。

“勤劳不怕地方偏，山高不
怕路途远，只要我们有决心，富
裕只是早和晚……”伴随着悠扬
的歌声，峨边彝族自治县文化馆
创作和出演的舞台剧《第一书记

和五朵金花》拉开了比赛序幕。
该剧主创，峨边县文化馆馆长骆
雅茜说，该剧的蓝本是小凉山贫
困村的真实故事，展示的是该县
万坪乡约嘎村“第一书记”李阿
洪的真人真事。

随着舞台上灯光变幻、情
节跌宕，原本排斥“第一书记”
的乡亲们，逐渐被他实干为民
的作风打动，开始转为配合他
的工作。乡亲们在“第一书记”
的带领下，发展起了三月竹、野
蜂、养殖、种植和林木“五朵金
花”，最终“田里长出金禾苗，凤
凰飞出山沟沟”。

小凉山的“阿米子”刚刚退
场，一群身穿灰衣、捧着手机的

“手机党”，在一个巨大wifi标
志的带领下出现在舞台上。这
个由隆昌县川剧团创作和出演
的小品《一样的月光》，将主题瞄
准了当下出现的“手机病”，呼唤
人们放下手机，回归家庭和正常
生活，引人共鸣，发人深省。

在当天的比赛中，还有《武
生》《手机》《梦醒时分》《在我和
世界之间》《情满壤巴拉》《小燕

子和它的邻居们》等作品登台。
而在随后的4个比赛日中，还有
54件作品陆续亮相，这共计62
件作品，分别来自四川省内的
18个市州代表队、2个省级文艺
单位、7所高校。

其中，东道主乐山市共有6
件作品参赛。除当天亮相的《第
一书记和五朵金花》和《手机》，
还有《办公室的奇妙幻想》《扶贫
大路通彝寨》《揭榜》《茉莉花
开》。

展 “嘉乐汇”戏剧周
演 连续3天惠民演出

据主办方介绍，作为四川省
戏剧小品（小戏）领域的专业赛
事，比赛旨在推动四川戏剧小品
（小戏）的创作和提高戏剧小品
（小戏）的表演水平，发现、鼓励、
推出优秀创作和表演人才，促进
四川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比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比赛
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

主题。
而为了达到“人民的节

日”这一目标，丰富人民群众
文化生活，比赛期间还将在乐
山举行惠民演出暨首届“嘉乐
汇”戏剧周。根据安排，11月3
日、4日、5日的每天上午10点
开始，部分优秀参赛作品将在
乐山嘉州长卷与广大市民、游
客见面。

作为“嘉乐汇”戏剧周的最
大亮点，乐山原创大型舞台情景
剧《海棠花开》，也在2日晚戏剧
周开幕式上惊艳亮相。该剧分
为“天赐山水”“佛临三江”“翰墨
千古”“天上街市”4个篇章，选
取了乐山具有代表性的山水文
化、佛教文化、古城文化等文化
符号，展示名山、名佛、名城、名
人等历史文化内涵。

乐山市文广新局负责人表
示，乐山此次借助省级传统赛事
平台，创意性地举办“嘉乐汇”戏
剧周活动，是在全川乃至全国的
一次创新尝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摄影报道

四川省第十六届戏剧小品（小戏）比赛在乐山开幕
来自18个市州代表队、2个省级文艺单位、7所高校的62个节目展开角逐

参赛舞台剧《第一书记和五朵金花》。

四川宜宾一座小
村庄，深山中，有一座
三层的宅楼由大红和
金黄调色而成，雕梁画
栋、飞檐翘角，在烟雾
缭绕中若隐若现，吸引
了不少人驱车来探看。

它的主人、当地村
民杨跃宣说，“古宅”从
去年6月开始修建，主
要材料是他十年间从
全国各地收集到的古
代建筑构件，仅雕花木
门就有999扇，多数来
自明清时代。今年 51
岁的他将这座宅楼命
名为“杨府”，他自称，
加上修建费用，他这座
宅楼可估值上亿元。

今夏，“杨府”经媒
体报道后走红。11 月
2 日，杨跃宣说，他这
里每天迎客数百人，天
气好时，甚至上千人。
曾经有一天，接待了3
千人。他遇到过广东、
台湾人专门“打飞的”
而来，还有一位参观者
接连两天待在这里细
细考究。如今，他请来
了7个工人日夜看守，
每月各项维护成本需
要近3万元。

宜宾村民

自称值亿元
搭出

你说修建古宅花费上亿，
是怎么算出来的？

杨跃宣：人工工资支出
300余万，其他材料也花了那
么多钱。古宅的价值没法
算，因为很多值钱的是朋友
送的，并不是花钱买来的，没
有一个详细账。

现在每个月维护支出那么
多费用，有没有想过以古宅赚钱？

杨跃宣：如果考虑赚钱，
我就不会选择回到家乡来修
了。放在交通发达地区，才
是盈利的好地方。我就是想
带动家乡发展，才会选择回
家乡建古宅的。我想，以后
如果要收费，也是 1700 个村
民一起赚钱。

自己修古宅，会不会有建
筑上的瑕疵？

杨跃宣：还是有，三楼的
几片瓦搭得不实，现在还会
漏雨。另外，屋檐也短了一
点，我还会完善。

如何确定搭建这座宅子物
件的年代？

杨跃宣：之前做过木材，
还是懂的。我能辨别木材质
地，也能通过不同时代的建
筑风格以及木纹来判断。

如果999扇门都是古建原
件，那为何其中很大一部分的
长度、雕花会这么一致？

杨跃宣：它们很多是旧城
改造拆下来的，也有很多也
不一样长。

现在古宅有没有保护措施？
杨跃宣：下雨时，我会把

对联取下，以免打湿。每隔
一年，我都会刷一遍桐油。
平时，防火防虫，我都在做。

有没有想过，在古建原件
上刷漆，可能是一种破坏？

杨跃宣：原材料颜色不统
一，有些以前有彩绘。如果
不 综 合 成 一 个 风 格 ，很 难
看。虽然刷漆了，但它的凹
凸不平还是可以体现岁月的
痕迹。

51岁的杨跃宣是个地
地道道的农民，只读过两年
书。早年，他外出经营玉
石、茶叶等生意赚了钱，随
后迷恋上了中国传统文
化。刚开始，他喜欢收集青
铜器、陶瓷、字画等古玩。
有次，他花了400万买了一
幅号称张大千的字画，后经
专家鉴定，才知是仿品。

觉得“古玩水太深”，加
之自己做过十来年的木材，
于是，他将收藏兴趣转向了
古建。虽然他现在已经不
再购买字画，但他依然有着
字画情结。他希望有一天，
能请来一个字画名家，就在
他的“杨府”泼墨走笔，届
时，他会拍下视频，以证真
伪。

随着“杨府”走红，杨跃
宣也越发忙碌起来。他说，
现在每天有两三百人来参
观。天气好的时候，一天可
以迎客上千人，曾有一天，
创纪录地接待了 3 千人。
他遇到过广东、台湾人专门

“打飞的”而来。杨跃宣说，
远来游客想要在村子里过
夜，可惜村子里还没建起民
宿。曾经，他遇到一位参观
者，当天早上10点半就过
来，一直赏玩到晚上七八
点，随后又回到筠连县城，
第二天早上 8 点，他又来
了，又一直看到天黑。

为了维护古宅，现在，
杨跃宣请来7个工人，其中
6个人分别在三层楼里看护
各个楼层，并为来宾讲解。
还有一个工人主要负责打
扫卫生，做饭。工人每个月
每人发两千元的工资，加之
勤杂费，杨跃宣说，每月的
维护成本近3万。

收集上万构件拼成古宅迷古

专家称“原件”有待考究存疑

遇一幅假字画后
转向古建

过往

在“杨府”里，随处可看
到一张张A4纸，用钉子钉在
了门边、床边、梳妆台边，上
面除了介绍物件来自哪个
民族，收藏于哪个年代，还
介绍了该民族的风俗。杨
跃宣说，他的古宅物件来自
41 个民族。现场，记者看
到，不少门上的图案大同小
异。相关专家告诉记者，这
些物件是否来自41个民族，
还有待考究。

修建“杨府”，杨跃宣花
费了不少功夫。长短不一
的建筑材料风格迥异，据
称，云南一个专家拒绝为
他设计建筑方案。而最
终，杨跃宣也放弃了请专 家助力起楼的计划，在没

有图纸的情况下，请来工
人，像搭积木一样，搭起了
这座“古宅”。

直到现在，杨跃宣认为，
他的“杨府”还没有完工，因
为他还有十来件收藏而来的
物件没有用上。此外，他还
在考虑，如何进一步优化，也
还希望完善土地手续，在“杨
府”外修建一座广场。

亿元“杨府”？
“古宅的价值没法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毛玉婷摄影报道

”“古宅古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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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51 岁的杨
跃宣自遇假
画 后 ，收 藏
兴趣便转向
古建。

杨跃宣站在自家“府邸”前。

十年间全国收集古代建筑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