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旬老匠人：
成都杜甫草堂茅屋再次整修

卷我屋上三重茅？
那是老杜没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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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正式挂牌
大熊猫国家公园
七个管理分局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雪 实习
生 施桂娟）1月15日，大熊猫国家
公园四川省管理局七个分局在相关
市（州）同时举行挂牌仪式。这标志
着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工作迈入全面推进新阶段。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熊猫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改革，印发了《四
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设置
实施方案》，明确管理机构实行国家
管理局、四川省管理局、管理分局三
级管理体制。其中，四川省管理局
依托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设立，由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省政府双重领
导，以省政府管理为主；成都、绵阳、
雅安、广元、阿坝、德阳、眉山7个管
理分局依托区域内自然保护机构设
立，由省林业和草原局（四川省管理
局）与市（州）政府双重领导，以市
（州）政府管理为主；基层站所通过
整合公园范围内各类保护机构、编
制、人员进行科学合理设置，由管理
分局负责管理。

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是我国
对外交流的和平使者，也是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种、伞护种。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有效保护大熊猫
等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重要载
体，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生动实践。公园总
面积2.7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园区
面积2.02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74.4%，涉及7个市（州）的19个县
（市、区）。11月12日，大熊猫国家
公园四川省管理局挂牌成立。此次
分局挂牌后，将正式启动公园内各
类自然保护地的整合，进一步推动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各项
工作落地落实。

七个分局分别是：大熊猫国家
公园绵阳管理分局，依托四川王朗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立；大
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依托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管理
分局，依托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设立；大熊猫国家公
园阿坝管理分局，依托四川省卧龙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设立；
大熊猫国家公园广元管理分局，依
托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德阳
管理分局，依托四川九顶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设立；大熊猫国家
公园眉山管理分局，依托四川瓦屋
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立。

省纪委常委会传达学习

十九届中央纪委
第三次全会精神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1月
15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
委主任王雁飞主持召开省纪委常委
会，传达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三
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王雁飞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学深悟透中央纪委全会精神，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中央和中央纪
委工作部署。

会议指出，十九届中央纪委第
三次全会全面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新成绩，系统
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纪检监察工
作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努力实现新
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
战略部署，为我们做好全年工作提
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要深刻学习领会好中央纪
委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学，逐字逐
句地读，务必把最新精神、最新要求
学深悟透，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中央在作出“反腐败
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重大判断的
同时，也明确指出“对形势的严峻性
和复杂性一点也不能低估”，“反腐
败斗争不能退，也无处可退，必须坚
定不移向纵深推进”。这些重要论
述，充分彰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
风险意识，是一针“清醒剂”。要彻
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深刻汲取
蒲波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不松
劲、不止步、再出发，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全面构建风清气
正良好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要按照十九届中央
纪委第三次全会要求，进一步细化
完善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举措。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深化拓展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健
全纪法一体化运行机制，推进监察
权向基层延伸。要贯通运用“四种
形态”，特别是在第一种形态上下更
大功夫，做实做细日常监督。要巩
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完
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大力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御用匠人
“专修”杜甫的茅草屋

杜甫草堂是唐朝诗人杜甫流寓成
都时的居所，去年年底，杜甫草堂茅草
屋开始每年的修缮工作。来自成都市
郫都区的刘明富又出现在这里。一把
刀、一副锯子就是他的全部工具。从
1996年杜甫草堂恢复重建茅草屋开
始，刘明富就成了杜甫草堂茅草屋的

“御用匠人”。
小毡帽、薄棉衣，蓝色的围腰布遮

住下半身，一双棉鞋被钉满了茅草籽。
刘明富举起篾刀，手起刀落，青竹一剖
为二，二剖为四，刀锋之下竹子顺势而
开，如撕布一般干脆。他旋身坐在石阶
上，双腿夹住竹条，又把它剖成竹片。
这下，右手握刀，像削果皮一样，将竹片
一层一层抽丝剥茧，剖成篾条和篾丝。

不同粗细、长短的竹片和竹条纵横
交织，在刘明富手里变成了一顶“大斗
笠”，端正盖在茅屋顶上。接下来，他借
助竹架将成捆的茅草有序排列，再用之
前削好的篾条层层绑扎固定。整个过
程，只需要茅草和篾条，不用任何铁器。

“杜甫就是个名人嘛。”刘明富比划着
说，“听说当年他住在这里，茅草屋顶被
风吹跑了。那是没有绑牢靠，要是我给
他盖，就不得遭风吹起跑！茅草屋其实
很‘经事’（牢固）的，最长管得到三十年。”

一技压身
再干两年他想“退休”了

在成都，能盖茅草房的匠人已经寥
寥无几。刘明富走上这条路，是一次偶
然的相遇。

17岁那年夏天，大雨淋坏了自家
屋顶，刘明富爬上屋顶，从地里找来玉
米秆修补。同村的老泥瓦匠恰好经过，
看到这少年身手灵活，又不恐高，就问
他“愿不愿意来帮我打下手？”刘明富眼
睛一转，想到还可以挣钱，一阵讨价还
价，最终工钱四六开成交。自那以后，
师父走哪他走哪，师父拿大头，他赚小
头，很快，刘明富的手艺就超过了师
父。“大家就喊我不喊他了，关系就没那
么好了。”刘明富讪笑道。

慢慢地，刘明富在镇上也小有名
气。手艺扎实、不爱多嘴、价钱公道是
他的制胜法宝。乡里乡亲口口相传，在

他最有精力的三四十岁，每年有七八个
月的时间连轴转地赶活计，其间除了下
雨天和夏暑几日，他基本不歇息。刘明
富记得，上世纪60年代，他的工钱是干
一天一元钱，逐渐地涨到一天一元二
角，工程大点的人家，一次可以赚十多
二十块。

最复杂、豪华的一个茅草屋是在一
座廊桥上，“主人要求的花样儿多，龙门
样式也不一样”，这一次难住了刘明富，
他便去看女人织毛衣、编辫子，再加上
自己的琢磨，最后硬是做出来了。

而今茅草屋早已变成了装饰或者
摆设，他的客户也就愈发难寻，要么
是杜甫草堂，要么就是成都周边的农
家乐。

刘明富的徒弟都已经50多岁，72
岁的他说，自己再干两年就该休息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涛
摄影报道

第一个“里程碑”是北京奥运会
十周年纪念——2008年的北京，一
脸青涩的邹凯刚好20岁，对于大多
数中国人来说，他的名字很陌生，就
连他当时的发型也有些“非主流”，
没想到，他一口气拿下三枚金牌。

如果说北京是他的成名作，四
年后的伦敦则是他的“成年作”——
经历了发胖、低迷，他一度落选世锦
赛甚至亚运会，很多人都认为邹凯
会无缘2012年奥运会，可最终他却
在伦敦北格林威治中心体操馆展开
了“五金冠九州”的横幅。

经历了年少成名、低谷和逆袭，
邹凯的运动生涯变得异常丰满，所
以他对“新青年”的理解也很深刻
——“字面上看，应是青春的时候做
出一些特殊的贡献，此外要人品好、
品行正，这肯定是基本要素。但要

做到好青年的代表——封面新青
年，则必须特别优秀，才能有这个资
格或者资历吧。”

退役后，邹凯的“人设”依然没
有离开体操，出任了四川体操运动
管理中心副主任。邹凯说，在2018
年他的工作重心主要在裁判工
作，“加上全国锦标赛，我当了三
次国内裁判、一次国际裁判。”去
年省运动会，邹凯还担任了体操的
裁判长，“执裁后发现，看事物的
角度会不同，而在当运动员时角度
比较单一。”

因为业务越来越熟，2018年多
哈体操世锦赛，他还成为了央视的
评论解说。“应该说，当了多次裁判
和解说，对体操的世界趋势了解越
来越清楚，工作也越来越熟悉。”邹
凯说。

推荐平台继续开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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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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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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青年 上封面”封面人物大型公
益评选活动已正式启动。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们将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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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推荐
你心中的新青年

候选“封面新青年”
五金王邹凯
“新青年应是青春时做出特殊的贡献”

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体操王子”的称号，虽然他比自己的偶像“体操王子”李宁
拿的奥运金牌还要多2块；同样是一届奥运会拿到三金的“多金王”，他也不像“濛
姐”那般霸气……他就是邹凯，腼腆、爱笑，绰号“小眯”，独一无二的奥运“五金王”。

已是而立之年的他，退役后出任四川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工作和生活
仍与体操紧紧相连。作为“封面新青年”的候选人，邹凯对于“新青年”的理解极富
个性，“字面上看，应是青春的时候做出一些特殊的贡献，此外要人品好、品行正，
这肯定是基本要素。但要做到好青年的代表——封面新青年，则必须特别优秀，
才能有这个资格或者资历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人物小传/

“五金冠九州”
邹凯的体操之路
邹凯1988年出生在四川省

泸州市，1992年一个机缘巧合，
在喜欢体育的姑妈鼓励下，4岁
的邹凯进入了业余体校。

1993年，邹凯报名参赛四川
省青少年运动会。比赛前，他和
家人坐出租车时发生意外——
车快速转弯时门突然打开，邹凯
被甩到马路边，幸运的是只摔伤
了脸部。贴着膏药上阵的邹凯
以一套高难度的完美动作，不仅
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裁判。带
伤比赛的邹凯被四川体操队教
练雷鸣看中。进入省队后，这位

“什么动作都敢做”的小娃儿成
绩逐渐提升。2001年，在宜昌举
行的全国青少年比赛上，邹凯引
起了国家体操队教练白远韶的
注意，2002年，14岁的邹凯进入
中国国家队。

2006年，邹凯参加卡塔尔多
哈亚运会，获得体操团体冠军、
单杠冠军和自由体操冠军。
2008年，北京奥运会，年仅20岁
的邹凯摘得这三个项目金牌，其
中，单杠金牌也是中国体操队历
史上奥运首金，成就了中国体操
队的奥运金牌全满贯。

2012年伦敦奥运会，邹凯卫冕
单杠和自由体操金牌，他也成为中
国体育史上第一位奥运“五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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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周捷生日那天在个
人社交平台发布了喜讯，而这一年
是他们以恋人身份过的第十个生
日。对于“而立”之年的邹凯来说，
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这是
我人生中一个巨大的转型，比退役
转岗位还直接。”

即将升级当爸爸，他坦言2019
年最期待的事是迎接新生命：“最大
的愿望是希望小朋友平安、健康地
来到这个世界上。2019年，对于生
活的计划更明确，围绕自己的小朋

友做更多的准备。”
当然，除了“奶爸”的日常，邹凯

也希望在工作上更有斩获：期待自
己能围绕体操多出一份力多做一些
贡献。同时也希望，2019年四川体
操和中国体操在全国比赛、世界比
赛中有更好的成绩。

对于比自己年轻的“新青年”，
邹凯对他们也有鼓励：“希望更年轻
的朋友们，在新的时代勇于追逐梦
想，更加踏实努力地工作，以最大的
热情奋斗在个人的岗位上。”

“青春时做出一些特殊的贡献”

2018年对于邹凯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
一年有几个“里程碑”悄然进入他生命

新
时
代 “勇于追逐梦想，踏实努力工作”

邹凯2018年的另一个里程碑是“升级”为准爸
爸，和艺术体操运动员周捷“发喜糖”一年后，即将
迎来小宝宝

1月15日，72岁的刘明富又
来到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他
可能是最熟悉杜甫草堂茅屋的
人了，和竹子茅草打了50多年
交道的他，这已经是第7次为杜
甫草堂博物馆修整茅草屋。

他或许不知道“八月秋高
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具
体含义，在他的眼中，那只是没
有绑牢的结果。

﹃
奥
运
五
金
王
﹄
邹
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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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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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明富已是杜甫草堂茅草屋的“御用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