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祝福华西都市报25周年
生日快乐！祝封面新闻不忘初
心，越办越好！继续前行，传播
正能量！”华西都市报25岁生日
之际，杨幂特别发来祝福视频。

12 月 10 日，“新物种·进化论”
华西都市报创刊25周年论坛暨封面
新闻用户节在成都启动，开启为期
三个月的盛大用户互动活动。这是
一次老朋友的聚会，也是一次新朋
友的结识。

本次用户节，将从2019年岁末持
续至2020年2月，跨越新年档、新春
档、元宵档三大节日档期，既有汉服
节、拍客大赛等丰富线下活动，也有闯
关游戏、互动抽奖等精彩线上活动。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封面用户和华西
读者将共同开启一场千万人参与、亿
万级传播的盛大友情嘉年华。

25岁的华西都市报将“迭代不
止”。为顺应小屏时代的阅读习惯变
迁，封面新闻也迎来5.6版本的迭代，
同时，2020年1月1日起，华西都市报
将全新改版为“四开报”。改版后的华
西都市报将和封面新闻持续深度融
合，呈现更多重磅“封面头条”深度的
内容。

其中，华西都市报将会更加侧重
深度与观点内容，持续彰显报纸的权
威性与公信力。封面新闻客户端，则
实现了从文图迈向全面视频化，VR、
MR、3D、5GVR全景直播等新技术内
容将成为主流。

在这个重要而特殊的时间节点，
各界朋友纷纷送上寄语，杨幂特别发
来了祝福视频。

杨幂真诚地说，我祝贺华西都市
报25周年生日快乐！祝封面新闻，创
新发展，永远充满青春活力。不忘初
心，迭代不止，办成影响中国、影响世
界的现代传播媒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东坡先生有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
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竹子，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
一。

12月6日下午2点30分，由四川省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四川文化传
播公司承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斯坦
布尔总领事馆、伊斯坦布尔马勒泰佩区
政府特别支持的“中土非遗文化交流会”
在伊斯坦布尔Maltepe Park购物中心
隆重举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道明
竹编传承人、90后杨隆梅，身着旗袍古
韵悠悠，手指在细细的竹蔑间上下翻飞，
不一会就编出一个精美的戒指。伊斯坦
布尔妇女围在杨隆梅的展台前，排队等
待一个个“卡地亚”同款的诞生。

这已经是杨隆梅第N次代表道明竹
编走出国门。她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虽然有时候看同龄人过得精
彩非常、风生水起，但想想自己，每次能
代表非遗传承人、代表道明竹编出席这
些活动，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就充满
成就感。”

·使命·
家中变故

她把道明竹编融入生命

杨隆梅很娇小，宣传海报上的她
像极了古画中的娴静淑女。见到她却
发现并没有想像中文静，反倒有点“女
汉子”的小彪悍，说话如竹筒倒豆子。
杨隆梅直言：“我也有安静地编竹编的
时候，但我更多的是要去联系业务、洽
谈合作，带领小伙伴们发展道明竹
编。”其间，她电话、微信、电话会议不
断，嗓子都哑了，还在与甲方频繁沟通
合同细节。她也承认：走到今天这一
步，其实一直承受着与年龄极不相符
的压力。为了道明竹编，自己只有义
无反顾地走下去。

生于四川崇州竹编世家的杨隆梅
是个90后，从小对竹编耳濡目染，和
竹编事业建立了深厚的情感。2011
年，她放弃了民航的工作毅然回到家
乡，做起了竹编，并下定决心要为家乡
的竹编产业带来变革。

“家中的竹编事业到我这里是第
三代了，我从小就在竹子堆里长大，如
果我对竹编感兴趣，我早就从事这个
行业了，不会在考大学的时候选一个
和艺术、美术毫不相干的专业。”是命
运，把她一次次推到道明竹编面前。

2008年，作为家中事业创始人的
爷爷去世，家里一下子失去了顶梁
柱。因为父母只擅于工艺，并不懂营

销，看到父母焦灼的样子，杨隆梅毅然
辞职回家帮父母打理竹编事业。稍微
步入正轨后，她还“出走”过一次，去一
家房产公司任营销总监，收入不菲。

2013年，意外又一次降临，家中
的工厂失火了，杨家编了三代的竹编
制品被烧成焦炭。成品、半成品，甚至
是刚开好的竹篾，所有的竹编产品全
部付之一炬。“如果我再不回去帮他
们，我们家的竹编事业可能就真的垮
了。”杨隆梅再次回归，这一次，她再也
不曾离开，她和道明竹编已经变得难
以割舍。

杨隆梅也无法用语言形容那种感
受：“就好像命运把我推向道明竹编，
让我有了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

·创新·
一个梦想

把竹编事业变成百年老店

崇州道明镇，以其代代相传的竹

编文化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
术（竹编）之乡”。在大家的印象中，从
事竹编这种传统手工艺行业的，大多
是年纪较大的手艺人，年轻人鲜有涉
足。

杨隆梅返乡创业，也吸引了一批
年轻人归来，他们在努力让道明竹编
焕发新生。

传统印象中，竹编产品无非是蛐
蛐笼、簸箕、竹篓之类的，杨隆梅的加
入，给道明竹编带来了新的经营观念,
她没有一直停留在老一辈的思维模式
上,而是不断在突破。

杨隆梅首先把制作工艺简化，实
现可组装、规模化及流水线的生产模
式，删去了传统工艺的精细，实现了
道明竹编现代产业化、工厂化的第一
步。然后，在产品类型上也不再拘泥
于保守的常规类型。在道明的工厂
展厅里，镂空的竹灯，富有设计感的
竹椅、竹凳，多层的竹制摆架、瓷胎
竹编器具等上千种竹编制品让人眼

花缭乱。这些竹编竹艺制品明显更
符合现代生活的需求和审美。这正
是杨隆梅作为非遗传承人的创新成
果。她以年轻人的思维和活力，为传
统竹编注入了新的审美元素，把竹编
与家具、建筑、室内设计相融合，发
展定制产品，其环保又风雅的内涵受
到热捧。

在伊斯坦布尔现场，杨隆梅的
竹编耳环，被时髦的女孩们争相试
戴。她随身携带的一款竹编手提
袋，让观者惊叹，不逊于任何国际大
牌，这种纯手工的竹编包才是真正
的奢侈品。

杨隆梅有个梦想，把家中的竹编
事业变成百年老店，她一直在努力。
她不断学习、交流、创新。

2017年上海设计周，上海美术学
院副教授章莉莉携手杨隆梅和东阳竹
编非遗传承人何红兵共同完成了一件
大型公共艺术作品——竹编万花筒，
惊艳整个设计周。这是由150片蕾丝
般的手工竹编和50片彩色透片构成
的绚烂竹编世界，集合中国12种经典
竹编纹样，每个单体模块也是家居空
间中的装饰画。

杨隆梅说：“其实竹子的韧性强，
又最能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运用到
家装上是最合适不过的。目前道明竹
编已经运用到企业装修上，家装市场
太大了，我更希望道明竹编有朝一日
能进军家装市场。”

“隆梅小姐姐现场罐装的伊斯
坦布尔新鲜空气，60TL，人民币不
需要 888，只需要 88。”在土耳其下
榻酒店房间里一瓶售卖的空气吸引
了杨隆梅的注意，告别伊斯坦布尔
时，她发朋友圈：“ 简直太好耍了，
二天我就回去销售竹艺村的空气加
上我的竹编。”

或许，对她而言，又是一个新的灵
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吴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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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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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7-13 C
多云间阴

偏北风1-2级

7-13 C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今日
限行 5 0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49—178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局部城市为
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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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4时）
AQI指数 132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西昌、康定
良：攀枝花、巴中、资阳、内江、乐山、自贡、眉山
轻度污染：遂宁、泸州、广元、广安、绵阳、南
充、雅安
中度污染：宜宾、德阳
重度污染：达州

1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12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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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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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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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2019年全国

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国新出发
〔2019〕39 号 ）精神，我单位已对换发（申领）
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
我单位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
示。举报电话：028-86526719。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方埜、赵晓梦、周琪、杨东、代睿、卢荡、王
萌、仲伟、杨莉、石岗、杨华、张旭杰、叶红、王
浩、龚爱秋、刘卓、冉志敏、王矜、赵萍、且菲、
董天刚、赵雅儒、孟红梅、白兰、胡佳杰、黄强、
朱雷、罗曙驰、陆阳阳、何晞宇、曾洁、荀超、李
昊皎、李贵平、吴德玉、张杰、谢梦、闫雯雯、黄
勇、张晓琴、陈颖、王卉、杨炯、任吉军、林建
平、杨弘农、韩钦清、燕磊、杨志、陈羽啸、陈甘
露、向鹤玲、罗婕、周家夷、莫凡、宁芝、刘皓
洋、程渝、熊浩然、张峥、曹春阳、杨雪、于婷、
曹菲、吴冰清、启扎丹增、李逢春、杨涛、王婉
君、张礼琴、彭莎、易文颖、蒋璟璟、李春、余
行、王浩野、欧阳春、张菲菲、李晓亮、徐亚岚、
王蕾、谢婷婷、覃方娅、向雷、王国平、李青青、
张海军、黄明君、刘念、张想玲、李昕锋、刘虎、
刘建、姚茂强、李庆、丁伟、徐湘东、唐金龙、田
雪皎、肖翔、罗暄、高冰洁、汪仁洪、谢颖、李兴
罡、郭可欣、王科、王婷、雷强、崔江、陈怡然、
喻奇树、杜江茜、李媛莉、刘秋凤、赖芳杰、李
东阳、席秦岭、雷远东、崔燃、沈轶、刁明康、梁
书豪

华西都市报社
2019年12月13日

排列3第19332期全国销售17996800
元。开奖号码：254。直选全国中奖4643（四川
262）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
12327（四川 1079）注，单注奖金 173 元。
19965797.1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332期全国销售11790430
元。开奖号码：25475。一等奖36注，单注奖金
10万元。376612568.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172 期全国销售
58899412元。开奖号码：03013030033003，
一等奖全国中奖745（四川39）注，二等奖全国中
奖14252（四川755）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72期全国销售
21162340元。开奖号码：03013030033003，
全国中奖36116（四川1734）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84期全国销
售181698元。开奖号码：101033331010，全国
中奖28（四川2）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89期全国销售
620020元。开奖号码：12310213，全国中奖21
（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2月10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为华西都市报创刊25周年暨封面新闻用户节发来祝福视频

杨幂：办成影响中国、
影响世界的现代传播媒体

道明竹编传承人杨隆梅：

90后的非遗新生
把道明竹编融入生命

杨隆梅，1991年出生，道明竹编传承人 。她出生于四川崇州竹编
世家，2013年返乡创业，于2014年成立了竹编专业合作社，给家乡特
色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道明竹编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在任重而
道远的非遗传承路上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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