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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三星堆遗址发掘
现场有‘一只路飞’！”在三星
堆考古遗址现场，一些考古队
员防护服上的涂鸦格外“吸
睛”。“请叫我红领巾”“万里长
城永不倒”……除了俏皮话，
还有可爱的动漫形象。与人
们印象中沉闷的考古现场不
同，这些新鲜的元素让三星堆
考古发掘工作显得更加生动。

这些涂鸦出自“90后”考
古队员刘槃之手，出生于1999
年的她，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的一名大四学生，在三星
堆发掘工作中，她主要担任一
个发掘舱中的记录工作，用文
字“监控”全场。工作之余，她
将自己的爱好也“派上用场“，
在三星堆“世纪大发掘”中活跃
气氛。刘槃觉得自己很幸运，
在最好的时机遇上了三星堆。

一套科学漫画
在心中种下“考古”种子

今年春天的一个多月
里，刘槃持续在三星堆祭祀
区考古遗址上工作，主要负
责三号舱考古发掘的记录。
实际上，从8 年前开始，一颗
关于“考古”的种子便在小女
孩的心中发芽生长。

刘槃那时上初二，她看
了一本关于历史探险的科普
读 物 。 这 是 一 套“ 科 学 漫
画”，从地理、历史、人文知识
等方面介绍丰富多彩的世界
历史画卷，书中主角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古学者。
受这一系列书本的启蒙，刘
槃爱上了考古。

高中时期，虽然学业紧
张，但她仍然没有放下自己
的爱好。“很想找到志同道合
的朋友，有大家一起向前冲
的感觉。”在老师的帮助和指
导下，刘槃在学校发起成立
了一个历史考古社团，组织
同学们开展一些活动，在发
展自己爱好的同时，拓展人
文深度和广度。

高中毕业后，她从湖南
考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如愿展开了对考古专业
的系统性学习。

一套纸笔手写记录
做遗址上的“文字监控”

今年春节前不久，刘槃

接到前往三星堆遗址参与发
掘的通知。兴奋之余，她立
即做起了功课。“了解三星堆
遗址从前的发掘情况，做一
些知识储备。”刘槃说，当她
第一次来到三星堆遗址发掘
区，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惊
奇。防护服、发掘舱、恒温恒
湿系统，完备的物资，一切都
让考古队员们全身心投入到
发掘中。

刘槃主要负责记录的三
号舱内，包含了五号坑、六号
坑、七号坑，三个坑正同时发
掘，作为一名“记录员”，她的
工作就像是发掘舱内的“文
字监控”。

从舱内温湿度，到采样
提取情况，从发掘过程中队
员们的讨论和思考，到来舱
专家学者的建议和设想，具
体到几点钟发生了什么事，
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被记录。
这将是未来回溯发掘过程，

随时查阅、回顾考古情况的
一手资料，是考古队员们后
期整理发掘资料做自我检查
的工具。

刘槃说，这种原始的手
写记录方式也是一代代考古
人的传统，饱含着考古队员
对自己工作的深厚情感，不
能忘。

“二次元”涂鸦
大部分由她手绘而成

刘槃的防护服背面，是
一幅可爱的涂鸦。国漫动画
形象“罗小黑”正钓起一个半
张脸的黄金面具。这是她想
出来的创意，在工作之余自
己手绘而成。三号舱内，包
含了此次三星堆遗址发掘中
出土巨大黄金面具的5号坑，
她配上喜爱的动漫形象，在
防护服上画了这幅画。

在三星堆发掘现场，不
少伙伴防护服上的“二次元”
涂鸦都由她完成。“路飞”“美
少女战士”“犬夜叉”等动漫
涂鸦形象，小伙伴们喜欢啥，
她就在贴纸上画出这些俏皮
的图案，给小伙伴们贴上。
因为字写得好，小伙伴们也
常要求她帮忙涂鸦写字，一
位小伙伴防护服上的“万里
长城永不倒”就是她手写的。

“学考古的人不也能有
自己的才艺和爱好嘛。”刘槃
说，她从小就喜欢漫画，“涂
鸦”的手艺是自学而成。在
学习、工作之余，她也和普通
女孩一样，喜欢逛街、K 歌、
摄影等，有时还参加文创项
目的设计。

“三星堆是一个了不起
的考古发掘项目，在人力物

力等方面的投入，都是空前
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
参与到发掘中来。”对于考古
人来说，也许一生都难得遇
上重大发现的发掘机会，刘
槃庆幸自己在最好的时机遇
到了三星堆。

如今，她已被保送四川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硕士研
究生，未来，她将继续潜心于
悠远的历史，前行在考古学
研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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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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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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7时）
AQI指数 75 空气质量：良
优：马尔康、康定、广安、遂宁、南充、巴
中、达州、内江、雅安、泸州、乐山、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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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4月6日开奖结果

体彩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小雨转多云

小雨

多云

多云转晴

小雨转多云

多云转阴

小雨转阴

多云

阴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阴

小雨转多云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多云转小雨

小雨转阴

小雨转多云

小雨转多云

小雨转多云

小雨转阴

4-18℃

2-11℃

13-22℃

15-26℃

11-19℃

13-20℃

13-18℃

13-19℃

13-20℃

13-22℃

13-21℃

13-20℃

14-20℃

15-21℃

14-20℃

13-19℃

13-17℃

14-16℃

12-17℃

13-16℃

多云转小雨

小雨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阴转小雨

阴转中雨

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小雨转中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4-18℃

3-10℃

12-23℃

15-29℃

13-19℃

14-17℃

14-19℃

13-17℃

14-16℃

15-20℃

14-19℃

15-20℃

15-20℃

15-21℃

15-19℃

14-18℃

13-18℃

14-18℃

12-18℃

13-17℃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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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三星堆是一个
了不起的考古发掘
项目，在人力物力等
方面的投入，都是空
前的，我觉得自己很
幸运，能够参与到发
掘中来。”对于考古
人来说，也许一生都
难得遇上重大发现
的发掘机会，刘槃庆
幸自己在最好的时
机遇到了三星堆。

三星堆90后考古人刘槃

能下工地会“涂鸦”用文字“监控”全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
小红）清明节小长假期间，成
都高新区西园街道纪工委多
措并举，确保党员干部风清
气正过“清明”。节前通过案
例短片以案说法，提醒党员

干部严守规矩；节中明察暗
访，对节日期间值班备勤、公
车管理等情况进行明察暗
访，杜绝违纪问题发生；节后
设立纪委流动接访点，主动
接受群众监督。

西园街道:廉洁正气过“清明”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

小红）近日，成都高新区西
园街道纪检系统开展“向周
永开同志学习”系列活动。
通过组织主题党日活动、参
加公益活动、开展演讲比赛

等，在纪检系统内广泛宣传
周永开同志先进事迹，激励
纪检监察干部向榜样学习，
将使命转化为行动，坚定理
想信念，积极投身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西园街道：学榜样，颂廉洁

7星彩第21038期全国销售16509402
元。开奖号码：158141+11，一等奖0注；二等奖6
注，单注奖金75478元；三等奖14注，单注奖金
3000元。194250451.7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086 期 全 国 销 售
29758860元。开奖号码：263。直选全国
中奖 7688（四川 344）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44865（四川1985）注，
单注奖金173元。32535514.83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086 期 全 国 销 售
14478182元。开奖号码：26391。一等奖
16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342409121.9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21038 期全国销售
20499902元。开奖号码：10030330003331，
一等奖全国中奖5（四川0）注，二等奖全国中
奖128（四川4）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38期全国销售
19567342元。开奖号码：10030330003331，
全国中奖1071（四川45）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38期全
国 销 售 291946 元 。 开 奖 号 码 ：
110000331013，全国中奖2（四川0）注。

足球 4场进球第 21038 期全国销售
863108元。开奖号码：11233101，全国中奖
5（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 6月 7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刘槃

◀刘槃防护服背面的漫
画，就是她自己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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