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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古蔺县“蝇贪”
乱收贫困户电费

被处理
华西都市报讯（刘传福 张艳

实习记者 邱文绮）“我们聚居点提
水站有11户贫困户饮水，全年被收
取了电费4400元，这抽水用电量也
太凶了吧？”不久前，泸州市古蔺县
观文镇纪委接到凤鸣村毛家寨聚居
点群众反映：村民小组长李光祥涉
嫌乱收贫困户电费。

接到举报后，观文镇纪检干事张
滔和聂代强，查看了毛家寨聚居点提
水站的缴费记录：提水站从2017年7
月开户至2018年11月13日，只有
1900元的用电缴费，然而1900元怎
么变成了4400元？

进一步调查发现：李光祥从
2017年7月开始，负责毛家寨聚居点
提水站前期管理工作，在购买水管等
物品修缮提水站时垫付了1189元
钱，于是想多收点电费，然后把自己垫
付的费用扣除出来。提水站就一个总
表，而且没在小区里，居民谁也没有去
看，都是收水电费的自己去查，李光祥
说多少费，大家就交多少。在他收取
第一笔电费时，发现群众没有异议；于
是他继续乱收费，2018年2月到2018
年11月期间，分5次先后收取聚居点
群众提水站电费共计4400元，通过

“吃差额”套取贫困户电费。为了掩人
耳目，2018年8月，李光祥还特别组
织聚居点群众召开了群众会，公开谎
报提水站的用电情况。

2018年12月，李光祥受到组织
处理，被责令辞去村民小组长职务，
并退赔违规收取的3000元电费。

古蔺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章磊介绍：“近年来，古蔺
县多渠道、多形式加大基层党务、政
务、财务的公开力度，发动群众积极
参与监督身边的腐败与不正之风问
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18年
以来，古蔺县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170件，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151人，挽回经济损失70余万元。

雅康高速
泸定大渡河大桥

获桥梁界“诺贝尔奖”
华西都市报讯（川报观察记

者 王眉灵） 四川“超级工程”之
一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
又斩获一荣誉。当地时间 6 月
12 日晚，在美国马里兰州召开
的 第 36 届 国 际 桥 梁 大 会
（InternationalBridgeConference，简
称 IBC）上，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
大桥（申报名称：泸定大渡河兴康
大桥）荣获IBC“古斯塔夫·林登少
（GustavLindenthal）”金奖，该奖
有着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

IBC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工程
师协会主办的学术会议，每年举办
一次，之前已成功举办35届，在世
界桥梁界具有广泛影响力。

“古斯塔夫·林登少”金奖是
IBC为优秀桥梁工程规范设立的杰
出成就奖，评选内容主要包括桥梁
的实用性、技术含量、材料改革、外
观设计、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度以及
其公众参与度等。

国际桥梁大会执行委员会认为，
泸定大渡河大桥在技术和材料创新、
美学价值、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效应等
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因而从世界范
围的优秀桥梁项目中脱颖而出，被授
予“古斯塔夫·林登少”金奖。

雅康高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通车，全长135公里，是国家高速
公路网雅安至新疆叶城联络线
G4218中的一段，桥隧比达82%，
双向4车道，设计速度为80公里/
小时。泸定大渡河大桥兴康特大桥
是一座建设在高海拔、高地震烈度
带、复杂风场环境下的超大跨径钢
桁梁悬索桥，全桥长1411米，主跨
1100米，采用钢混叠合桥道系，总
造价超过10亿元，被誉为“川藏第
一桥”，建设中攻克了诸多世界级难
题，于2018年10月建成。

“您的家中，哪位亲人参加了红军？”
“我的爸爸，梁在英。”
“他是哪一年参加的红军？”
“1934年，村口有个宣传队动员大家

当红军，他就去了。”
“后来呢？”
“红军长征，爸爸跟着走了，再也没

有回来……”
紧接着，是沉默——今年92岁的梁

景春说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但关于父
亲参加红军长征，这是他能提供的全部
信息。至于梁在英出发后，参加过哪些
战斗、有没有受过伤、何时何地牺牲等

等，都是一片空白。
空白是因为无从得知。梁景春说，

父亲离家时，自己已经7岁，开始记事了，
那时家里人每天都盼着父亲回来，却始
终没有消息。实际上，记者在江西省瑞
金市云石山乡丰垅村走访红军后人时发
现，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

梁在跃，梁泽红的爷爷，红三军团战
士，1932年参加革命，1934年出发参加
长征，无音讯。

梁崇万，梁文河的父亲，家中排行老
三，与四弟梁崇芹、五弟梁崇芬一同参加
长征，牺牲经过不详。

梁从优、梁子光，梁小群的大爷爷、
小爷爷，长征出发时一个20多岁，一个不
到18岁，此后再无消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待，在相当
一段时期内，成为包括梁景春在内的丰
垅村村民，以及更多瑞金群众共同的生
活主调。只不过，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自
己日夜牵挂的亲人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
考验，也创造着人类历史的奇迹：长征途
中，红军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几
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365里才
休息一次。

“儿女盼着爸爸、妻子盼着丈夫、父
母盼着儿子，红军离开的那一天，大家的
心其实也跟着走了。”已经做了15年讲解
员的钟吉玲也是一名红军后人，她的三
爷爷在长征途中牺牲。她说，每次讲起
陈发姑的故事，她都感同身受。

那年的一天，苏区干部来到陈发姑
所在的上山坝召开大会，动员群众参加
红军。陈发姑的丈夫朱吉薰动了心，他
的母亲、伯父却坚决反对。僵持不下之
时，陈发姑做通家人的工作，挑起家里的
担子，让朱吉薰如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不久后，红军开始转移。行前，朱吉
薰与陈发姑约定，胜利之日再相聚。可
谁知，二人这一别，竟是永诀。

“陈发姑盼啊，等啊，但朱吉薰就是
没有一点音讯。”钟吉玲说，新中国成立
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认定朱吉薰在
长征途中失踪或者牺牲了，但陈发姑不
肯相信，仍然坚持等着丈夫，等他回家与
自己团聚。

2008年，115岁的陈发姑走了。人
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她的床前、屋角，
码放着一双双或旧或新的草鞋，数了数，
总共75双。原来，与朱吉薰分离的日子，

陈发姑一直默默坚持每年给丈夫编一双
草鞋，75年从未间断。

后来，为了纪念陈发姑，人们给她立
了铜像。那是对爱情的致敬，也是对思
念的致敬——自红军离开那天起，即使
音讯全无、生死未卜，许多苏区人民都像
陈发姑那样，时刻想着亲人、念着红军，
等着他们回来。

在叶坪，红军转移后，敌人拆毁红军
烈士纪念塔，只有“烈”字石刻完整幸存，
一位姓谢的大娘冒着生命危险把它藏在
家中，直到全国解放。

在华屋，17个年轻后生参加红军前，
相约到后山每人种下一棵松树。他们再
没回来，但乡亲们用红漆把他们的名字
刻在石碑上，让后人世世代代记住他们。

在马道口，夜深人静的时候，88岁的
梁海如常常想到父亲，想他参加长征时
到底经历了什么，想着想着，眼泪就止不
住地往下流，“对他没有印象，但我还是
想我的爸爸啊”。

时光流逝，深情不改。不管离开多
久，不管走出多远，红军从未走出过瑞金
人民的思念，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
将来仍会是这样。 据新华社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走出校门
成为首批学习沙画的人
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沙画艺

术家，罗寒的行程总是忙碌而紧张，
常常往返于全国各地。对她的采访
是在周末的午后，偶得闲暇的她，正
在阳光照耀的窗台下细细翻看一本
极厚的欧洲油画册。她的沙画工作
室不算宽敞，但却挤下了两个大大的
书架，上面除了摆满装有各色沙粒的
储存盒，其余就是一本本砖头般厚重
的画册。

作为一名自幼学习中国画、大学
又毕业于艺术设计的沙画艺术家，罗
寒身上总有一种画家的气质。在谈到
沙画艺术发展的历史和未来走向时，
她又带了些“学院派”的深思与考究。
在沙画行业浸淫10年有余，她已将沙
画的发展与创新，视作了肩上的一份
责任。

“国内第一个画动态沙画的，是一
位叫高赞民的老师。早在2004年，高
老师参加央视少儿频道录制时就创作
了沙画《成长》，这是国内第一个沙画
作品。”可惜的是，当时互联网远不像
现在发达，所以高赞民的沙画作品，并
没有引起大众关注。直到2008年，高
赞民再次以“奥运”为主题创作出沙画
作品，并在同年成立了沙画艺术中心，
才在国内掀起了第一个沙画学习热
潮。

2008 年，罗寒走出了大学校门。
也是在这一年，她与沙画结缘。刚开
始接触沙画时，罗寒去建材市场买了
白色塑料板，又去工地找来沙子，用家
里的桌子支起塑料板，在下面放上台
灯，懵懵懂懂地画出了自己的第一幅
沙画作品——万里长城。“当时国内第

一批画沙画的，听说过的加起来也就
10个人左右。其实沙画的发展，也就
是从2008年到现在这10余年。”

这10余年，成为了当代沙画艺术
在中国的全部历史。而罗寒，成为了
这段时光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以沙为墨
给沙画的世界加点颜色

当一位青年人选择从事一项小
众职业时，身边或多或少有不理解的
眼光。但是沙画似乎例外，这项艺术
从诞生到流行，迎来的都是惊讶与好
奇的眼光。“不说作品好坏，别人觉得
你能画出个东西来就很神奇了。”

不得不说，沙画艺术有着极好的
机遇，从诞生之初就被大众喜闻乐
见。罗寒也把自己一部分的成功归
功于沙画的发展机遇，在人们宽容的
眼光中，她才能从易到难慢慢成长。

当然，如若只依托于机遇，罗寒
也不能取得当下在沙画界中的地
位。作为不容易满足的人，单一的色
彩已难以诠释她心中的沙画世界。

她开始尝试用彩沙作画，并将中国画
的精粹与沙画相结合，首次提出了

“中国彩色沙画”的概念。
见过沙画的观众都知道，一件完

整的沙画作品是动态的，由数幅沙画
前后连接组成。而不同画面之间的
转场，其实是沙画中最难的部分。加
上彩色沙画讲究配色，色彩的先后关
系、深浅关系，对转场会产生非常重
要的影响。“不停地调整、设计，做创
意转化，手稿画了扔、扔了又画，创作
的过程很折磨人。”

2015年 6月，罗寒第一部完整水
墨沙画《彩云之南》诞生，之后又用水
墨沙画的方式创作了《莲》，这也成为
了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017 年
初，罗寒受某品牌的邀请，创作出作
品《沉香森林》，这幅作品不仅颠覆了
国内对于彩色沙画的定义和用色手
法，也是罗寒创作生涯中里程碑式的
作品。“当时国内的彩沙创作，还停留
在与真实世界同色的基础上。而那
套沙画作品，我用了大面积的蓝色。
作品发出来之后，沙画界也是比较轰
动，大家意识到原来彩沙那么美。当
然，它对我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和改

变，让我敢于去用色。”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在浩

瀚无垠的宇宙中，个人的存在渺如沙
粒。而罗寒用沙子，在她的人生中构
建出了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世界。更
特别的是，她为这个世界带来了色
彩，使得沙画艺术有了更为长足的发
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封 面 人 物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一粒渺小的沙子，一捧不起眼的
的黄土，却能在艺术家的手中变幻出
山川河流、星辰大海，在纯白的画板
上绽放出花花世界的一草一木。也
许，这就是沙画的魅力。

沙画，一项奇妙而独特的艺术形
式。其起源于何时何地，至今众说纷
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谈起动态沙
画在中国当代的发展，业界较认可的说
法是：在2008年前后，国内涌起了沙画
研究与设计热潮，不少人在那时选择走
向这个神秘未知的领域。如今，10年过
去了，当年那批中国最早从事沙画艺术
的沙画家，能真正坚持到当下的寥寥无
几。当然，出生于成都的“85后”罗寒是
其中之一。

10 年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罗寒
在偶然之中遇见沙画。到现在，她不仅
是中国最早从事沙画艺术创作与研究
的沙画表演艺术家之一，也是中国彩色
沙画创始人。她以手为笔、沙画为墨，
创造性地将中国水墨画与沙画艺术相
结合，用微小的沙粒勾勒出独特的艺术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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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通过封面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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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新闻微博、微信等平台
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欢
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
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
公开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
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
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爱国情 奋斗者

彩色沙画创始人罗寒：

以手为笔以沙为墨
将国画融入沙粒之中

你再无音讯，思念成海
——走访江西瑞金的红军后人

沙画家罗寒

罗寒的彩色沙画作品。

（紧接01版）当前，中吉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已成为
真正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访
问期间，我将同热恩别科夫总统就
深化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

“一带一路”、扩大各领域互利合作
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中吉关系未来
发展描绘新蓝图。相信这次访问将
巩固中吉传统友好，推动中吉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比什凯克峰会对
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吉尔吉斯斯坦作为轮值主席
国，为筹备这次峰会做了大量工
作。相信在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下，
这次峰会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推
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发展。

热恩别科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
席到访，表示我对习近平主席这次访
问期待已久。吉方感谢中方对吉尔
吉斯斯坦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
克峰会的大力支持。吉尔吉斯斯坦
同中国的新疆比邻而居，对包括新疆
在内中国的迅猛发展深表赞叹，对习
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取得的成就深感钦佩。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
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