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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别人点亮一盏灯
网友点赞推他们上封面

还记得那个“冰花男孩”吗？2018
年初，云南鲁甸小学生王富满，因为一张
头发被冰花覆盖，脸被冻得通红的照片
火了。而今年冬天，小满不太冷：他所在
的学校，教室装上了供暖设备，宿舍条件
也得到改善。这样的改变，一部分来自
公益机构的捐助。

过去这一年，像小满一样被爱心改
变命运的还有很多。“能够代表中国力量
的新青年，我认为，不一定是非要有惊人
的成绩，每一股向上向善的力量，都应该
被肯定。”网友“白衣弓长”在“新青年 上
封面”封面人物大型公益评选活动后台
留言，这位网友的留言代表了不少网友
的心声。我们注意到，在目前被点赞的
百余名青年中，不少名字和公益有关。

担任黑水县德昌村第一书记、通过
发展红色旅游和多种特色产业让全村贫
困户人均收入翻番的徐进；身患白血病
却未放弃、建起中国第一个民间骨髓库、
帮助9名患者找到骨髓配型的刘正琛；
坚守在福建漳浦后溪村里的唯一职业医
师、村民随叫随到、从医20年累计出征
25000人次的陈伟琳……

在所有被点赞的青年中，年龄最小
的是来自北京的18岁女孩李东蔓，参与
志愿服务11年，她的爱心不仅撒播到青
海、安徽、西藏等地，还漂洋过海，到了地
球 的 另 一 端 。 2017 年 ，她 组 建 了
SOWER（播种者）国际志愿服务联盟，

带领700多名志愿者帮助非洲儿童安全
有效地接种疫苗。

个体的微光点燃时代的梦想。众网
友给这些为别人点亮一盏灯的青年点
赞，“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当代青年以
及当代中国最亮的精神底色。”

“新青年 上封面”封面人物大型公
益评选活动已正式启动。在接下来的两
个月里，我们将通过网友推荐、专家评
审，在文化、公益、科学、艺术、体育、商业
等多个领域中，选出10名具有时代代表
性和影响力的新青年授予“封面人物”的
称号。

说出那些曾给过你感动或激励的青
年，让他们上封面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学论坛·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在北京召开。开幕式上公布了2018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六项入选项目，四
川渠县城坝遗址入选。这是城坝遗址
被授予2016-2017年度全国“田野
考古奖”一等奖后获得的又一重磅奖
项。

获考古重磅奖项
学术价值再次获肯定

论坛开幕式上，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宣布了
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六项入选项
目，分别是：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湖
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
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
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四川渠县城
坝遗址、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
址。

在2018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中
国考古学大会上，城坝遗址考古发掘
被授予2016-2017年度全国“田野考

古奖”一等奖。这是中国考古界最高
奖，也是西南地区首次获得一等奖。
再次获得“六大发现”奖项，又一次肯
定了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发掘项
目。

据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
论坛”创始于2002年，是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的新世纪中国

考古学术讲坛，是中国最新考古信息
的交流平台、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
台和考古新进展的学术讲台。因论
坛每年评选六个项目，称为“六大发
现”。与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
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相比，更加偏重学术
价值。

连续五年考古发掘
城坝遗址面貌逐渐还原

城坝遗址，又名“宕渠城”遗址，位
于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城坝村，是川东
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
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2014-2018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此地进
行了连续五年的系统考古调查、勘探
和发掘工作。到2018年9月为止，发
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清理包括墓
葬、水井、灰坑、城墙、城门、房址、沟、
窑等各类遗迹438处，出土大量战国
晚期至魏晋时期遗物，初步构建遗址

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城
坝遗址原先面貌渐渐还原。

遗址由城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
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组成。
其中，郭家台城址由壕沟、城墙、城门、
大型建筑、街道、车辙、窖穴、灰坑等组
成，为汉晋城址研究提供了重要新资
料。

考古发掘中，数枚宕渠文字瓦当
的出土，明确表明城坝遗址是秦汉时
期文献记载的“宕渠”城所在地。瓦当
连同一些竹木简牍的出土，为全面了
解汉晋帝国对郡县一级的管理以及普
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新材料。

遗址中，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
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
对于了解汉晋帝国的水路关口具有重
要意义。去年9月，经过考古专家的
清理，在此出土了数十支竹木简牍，总
字数近200字，包括“河平二年”“竞宁
元年”等纪年的官文书性质木牍，对填
补地方史料的缺失，蕴含巨大学术价
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甘孜州巴塘县，有一种集歌、
舞、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歌舞艺
术——巴塘弦子。

提及巴塘弦子，当地人一定不会忘
记向你隆重介绍传承人洛松达瓦，大家
眼里“那个热爱弦子的年轻人”。

但是，从1月10日起，“那个热爱弦
子的年轻人”再也不能给大家展示巴塘
弦子的风采了。洛松达瓦因病在成都
去世，年仅36岁。

非遗省级传承人
在全国传播巴塘弦子文化

2007年6月，达瓦被评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巴塘弦子省级传承人，同
时，他还是巴塘弦子艺术团团长。这些
年，这个80后康巴汉子创作了一大批
优秀文艺节目，并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
传播巴塘弦子文化。

“我写他的那篇《羌千的话》还在电
脑里，他的弦胡、他的歌声，犹在耳畔响
起，万分心痛。”得知洛松达瓦去世后，
巴塘县人大文教工委主任罗凌沉痛地
在朋友圈写下了一段文字，以缅怀她的
这位朋友。

在罗凌的《羌千的话》里，她这样描
述达瓦：面色黧黑，大眼睛炯炯有神，鼻
子挺直，笑起来时，露出一口整齐的白
牙。

“前段时间，得知他生病了，我前去
看他，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见到。”罗凌印
象中的达瓦身体很健康，只要吃饭唱
歌，他一定要唱巴塘弦子。

去年3月29日，罗凌因要写纪实文
学丛书，计划找13位非遗传承人聊相
关非遗传承工作，达瓦是其中之一。

“当天他在我办公室里坐了一上
午，精神状态很好。”罗凌没想到，这竟
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达瓦。

罗凌介绍，弦子艺术团刚成立时，
达瓦就进团了，他主要负责跳舞和拉
琴，之后在西藏、云南以及成都、太原等
地巡演，一直在致力传播巴塘弦子文
化。

经过努力，达瓦成为了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巴塘弦子省级传承人、巴塘
弦子艺术团团长。“他还编了小品《喜波
勒莫》和《多吉大叔和杨家定的故事》，
弦子艺术融入小品后深受大家欢迎，每
次在乡镇演出场场爆满。”

收获了多份荣誉
还主动申请到贫困村工作

而在巴塘县文化旅游和广播影视
局副局长邓汉周眼里，达瓦留给他最深
的印象则是去年那通长达一个多小时的
电话，“当时我们正在安排驻贫困村的工
作人员，在成都表演节目的达瓦得知后
打来电话，主动请求到贫困村工作。”

考虑到达瓦有驻村经验、又会藏汉
双语，邓汉周请示领导后，同意达瓦到
巴塘县茶洛乡达塔村工作。去年9月，
达瓦开始驻村工作，村民扛水泥、修房
子时，他总是前去帮忙，“没想到就这么
离开了。”

这些年，达瓦收获了多份荣誉。
2006年，他荣获四川省第五届少数民
族优秀演员奖；2009年，荣获第三届全
国少数民族艺术节闭幕式优秀演员奖；
2009年，荣获文化部举办的中国风民
歌会优秀演员奖；2011年，荣获第12
届中国成都西部博览会先进个人称号；
2017年，小品《多吉大叔和杨家定的故
事》作为全州唯一曲艺类作品，荣获第
二届甘孜州文学艺术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推荐平台已正式开启，欢迎您通过封面新
闻APP的爆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中
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封面新
闻的微博、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
向活动组委会推荐候选人。

打开封面新闻
推荐封面新青年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

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

职岗位上取得突出

成绩，具有良好的

社会影响

推 荐 方 式

评 选 标 准

双流机场出境大厅
改造12条自助通道

有望春节前
投入使用

华西都市报讯（张晟达 记者
钟晓璐）1月10日，记者从成都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目前，
今年成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检
查出入境旅客15.83万人次，航班
943架次，同比分别增加28.17%、
26.81%，享受144小时过境免签
的外国旅客32人次。

需要提醒的是，成都双流国
际机场出境大厅正在新建、改造
12条出境自助通道，施工占用了4
条人工检查通道，打围施工预计
将持续到本月底，请旅客合理安
排出行时间，提前候检，以免耽误
行程。

据了解，12条出境自助通道
有望于春节前投入使用，启用后，
通关效率较原有4条人工通道提
升至少三倍。

宕渠瓦当。

西城门砖。 成都中小学
1月19日起放寒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晓蓓）
1月 10日，距离成都市教育局公
布的中小学放假时间仅剩 10
天。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全日
制中小学 2018-2019 学年度第
一学期定于2019年 1月18日结
束，19日开始放寒假；第二学期
定于2月20日办理入学手续，21
日正式行课。

虽说放假了，各级教育部门
的“作业”没有少。市教育局要求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以任何名
目、任何形式组织学生在法定节
假日、寒暑假、双休日集体补课；
同时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
课。此外，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各校要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春
节”主题活动；大中学生还要利用
假期开展社会实践及调研活动；
此外，学校要指导家长在春节期
间围绕家训、家规、家风等，适时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而针对困难师生，教育局要
求各单位要抓紧春节等节日，做
好“送温暖”活动。

安全教育方面，学校要利用
“成都市安全教育平台”开展平安
寒假安全教育专题活动，布置一
份消防安全作业。校园也要加强
安全隐患排查。

“改革先锋”倪润峰
走进四川高校
与青年学子
分享改革创新故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周丽
梅）“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不能
停留，这样伟大复兴才能一代接
一代往下传。而现在，我们还要
做出惊人的壮举，让世界刮目相
看。”1月9日，由省委宣传部、省
教育厅、团省委主办的“改革先锋
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在西华大
学举行。“改革先锋”倪润峰结合
自己在长虹“军转民”探索、创新
经营模式等方面的经历，分享了
多个改革创新的故事。

倪润峰是原四川长虹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
席。1985年初到国营长虹机器
厂（国营780厂）担任厂长时，他
发现自己和企业都站在“悬崖
边”：随着国家军工订单的大幅下
降，企业日益不景气。

“不转型，企业就没有出路，
不上民品，企业无法生存。”倪润
峰回忆，1989年，为抑制市场过
热的抢购风，国家针对彩电行业
调整政策，实行专营和开征消费
税，每台彩电征收600元的特别
消费税，这让原本火热的彩电市
场一下陷入低谷。当时，四川长
虹作出一项惊世决定：在全国范
围内降价，每台让利350元。“这是
中国历史上家电第一次降价。”倪
润峰激动地说。在一次又一次的
探索中，倪润峰当年带领长虹成
功生产出合格的18英寸彩色电
视，完成了从单一军品到军民融
合的企业转型，成为国内首家电
视机产量突破千万的企业，为中
国彩电业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同时，倪润峰还激励青年学
子们要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要
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不
懂就学，不会就练，没有条件就努
力创造条件。要敢于做先锋，而
不做过客、当看客，做走在时代前
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听完主题宣讲报告后，现场
观众感受颇深。电子科技大学信
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大四学生陈岳
涛作为广东人，见证了许多改革
开放的成果。他说：“我刚刚参加
了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希
望未来能在通信领域继续学习，
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国家科研事
业发展贡献一份青年力量。”

渠县城坝遗址
入选2018年
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
出土的瓦当和简牍蕴含巨大学术价值

天堂多了个年轻舞者
巴塘弦子传承人达瓦因病去世

巴塘弦子
巴塘弦子舞是一种优美抒情

的藏族舞蹈，具有“长袖善舞”的特
点，表演时，由数名男性持拉弦乐
器“毕旺”（胡琴）在队前演奏领
舞。其余舞者则和他们一起边歌
边舞。2006年5月20日，巴塘弦子
舞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①李东蔓
②刘正琛
③徐进

①
③②

在

新
闻
链
接

国家级非遗巴塘弦子传承人洛松达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