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2021年9月17日 星期五 编辑王浩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 四川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P 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19-29 C
多云间阴

偏北风1- 2级

20-26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阴天有小雨到中雨
偏北风1- 2级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1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25 空气质量：优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巴中、广元、雅
安、乐山、泸州、遂宁、广安、攀枝花、内
江、南充、资阳、德阳、绵阳、自贡、眉山、
达州、宜宾

16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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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9月16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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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至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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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专家袁庭栋下周三做客“名人大讲堂”，分享其精彩故事

清代蜀中三才子之一的李调元，是位
名副其实的藏书大家。他以平生之力收
集了大量典籍，建立了著名的私家藏书楼
——万卷楼，其藏书量在清代位居榜首。
万卷楼被毁后，爱书成痴的李调元郁郁而
亡，甚至有人评价他是“殉书以死”。

9月22日下午2点，著名学者、民俗专
家袁庭栋将做客封面新闻“名人大讲堂”，
在李调元的家乡、德阳市罗江区博物馆坐
而论道，分享这位蜀中才子在四川文化复
兴中的历史地位，以及他对书籍、学问“痴
情”的一生。

李调元在四川文化复兴的历史上，具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袁庭栋告诉记者，建
立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万卷楼，就是其中一
项重要功绩。这是一座藏书十万卷的庞
大书库，时人称为“西川藏书第一家”。李
调元每天“登楼校雠”，手不释卷。

他与父亲李化楠都是书痴，遇到珍
本、善本，不惜重金购买。几乎可以说，
买书、藏书，是李调元一生中最大的嗜
好。在做官期间，几乎所有的俸禄都用
到了购买书籍上。不仅买书，李调元还
自己抄书、刊刻，极大地丰富了藏书楼
的内容。

袁庭栋谈道，明末清初长达80年左右
的残酷战争，让四川风光不再，经济文化
发展急转直下，出现了长期的、极度严重
的、令人痛心疾首的衰退。同时陨落的，
还有巴蜀大地曾经璀璨炫目的文化。

其时“川中书少”，少到什么程度？
袁庭栋提到，目前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
数字，但清代初年的成都是全城皆毁，十
几年不见人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
是说成都城中或者罗江县境一本书也没
有留下，也不是夸饰之词。”袁庭栋说。

在这种背景下，万卷楼显得尤为珍
贵和意义重大，是四川文化史上的一大
丰碑。不料这一巨大宝库，竟于嘉庆初
年尽数焚于匪患。这是李调元一生的
心血，万卷楼的焚毁让他心痛不已，其
诗中写道：“不如竟烧我，留我待如何。”
万卷楼的焚毁于他而言，与夺走生命无
异。果不其然，两年后，李调元郁郁而
亡，随那万卷诗书而去。

当代作家、学者蒋维明称李调元是
“殉书以死”，袁庭栋认为此话道出了李
调元一生爱书成痴的精髓。

更多李调元的精彩故事，尽在9月
22日德阳市罗江区博物馆“名人大讲
堂”现场。封面新闻APP也将在当天进
行同步直播。不能亲临现场的读者可
以围观封面直播，精彩不容错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2021年1-8月，成都高新区新增企
业27432户，同比增长38.28%。为什么
越来越多创业者选择高新？

刚拿到营业执照的秦先生说，他看
中这里的高效，“网上提交申请，今天一
来就领了营业执照。”已在高新区创业
多年的程先生则看中这里的温度，“在
这里创业，很幸福，很踏实”。

监管有措施，执法有温度。近年
来，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执法与
服务并重，探索包容审慎执法“三张清
单”，为市场主体成长和发展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

连续出现多起消费投诉后
专门建起消费维权工作站

2019年以来，总部位于高新区的
“联联周边游”平台消费投诉剧增。高
新区市场监管局在该公司设立了消费
维权投诉站，协助并督促其受理消费者
投诉，同时还联合高新区消费者协会对

“联联周边游”进行约谈，对其消费投诉
居高不下、消费投诉处理不及时等问题
提出具体整改要求。

“对于新业态、新模式的经营主体，
我们采取督促引导和宽容理解态度，在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注重推
动行业健康发展。”成都高新区市场监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在广告及网
络交易监管领域，指导多家网络交易平
台公司建立了48个消费维权工作站，推
动从源头化解消费矛盾。

探索“三张清单”
为市场主体营造宽松环境

不只是新业态经营主体，执法的温
度也温暖了很多人的创业之路。

高新区形成了市场监管“免于处罚、
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三张清单，对非主
观意愿的轻微违法行为实行包容审慎监
管，强化对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扶持
帮助，鼓励市场主体及时自我纠错。

在一次日常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
一蛋糕店部分蛋糕装饰喷粉、着色剂超
过有效期，部分糖浆、糖果等无标签标
识，将面临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行政
处罚。考虑到该店系初次违法，且未造
成食品安全危害后果，当时又正值疫情
期间，执法人员根据“三张清单”制度，
综合考量违法情节，减轻了行政处罚。

在柔性执法的同时，执法人员建立
了事前、事中、事后“三告知”机制，通过
发放法律宣传告知卡、轻微违法告诫
卡、违法跟踪告诫卡，避免“一刀切”，为
创业者提供成长空间，也增强了企业的
发展信心。

做实消费投诉信息公示
让“黑榜”变“红榜”

包容审慎，需要宽严相济。而严，
也要严之有度，严之有方。

2019年，《成都高新区消费投诉公
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出炉，针对普通
消费纠纷，按季度由高到低公示消费
投诉综合评价得分排名前30位的经营
者；在重点、热点行业消费投诉排名
中，则根据当前投诉重点和热点，不定
期公示投诉量由高到低排名前十位的
经营者。

“都是被投诉量大、调解成功率低
的企业。”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秩序
处工作人员说，“黑榜”会通过微信公众
号、政务服务厅大屏幕、地铁电视广告、
商业综合体宣传屏等进行公示。

截至目前，高新区已开展8个季度的
定期公示和装修、校外培训、预付式消费
等4次专项公示，共有263家企业上榜。

“80%以上的‘上榜’企业因加强内
部管理，主动配合处理消费纠纷，在下
一次的公示中‘下榜’。”该工作人员说，

“黑榜”的初衷是倒逼企业履行主体责
任，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安全消费，

“有投诉很正常，只要解决得好，‘黑榜’
也能变‘红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成都高新区成创业沃土 细节之处见城市温度

排 列 3 第 21249 期 全 国 销 售
32262694元。开奖号码：290。直选全
国中奖12840（四川840）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9265（四川
974）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41185544.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249 期 全 国 销 售
15439186元。开奖号码：29097。一等
奖 68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33131683.5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1月
15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考古学家林向病逝
生前曾参与三星堆发掘

9月1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四川大学获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教授、离休干部、著名考古学家林
向，因病于9月15日下午5时18分在成都
逝世，享年89岁。不少考古、文博界人
士对这位前辈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1959年7月，林向从四川大学历史
系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在川大攻读考古
学副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冯
汉骥教授。1962年，他研究生毕业之后
留在川大考古教研室任教，直至1996年
离休。作为考古学家，他善于将考古学
与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宗教学、古文字
学等学科知识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他
桃李满天下，培养的许多学生如今已成
为考古、文博领域的中坚力量。

2020年10月31日，四川大学考古学
专业举行创建60周年纪念大会，同时举

办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时年88岁的林
向拄着拐杖来到川大江安校区参加盛

典。这是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最
后一次采访这位四川考古学泰斗。

早在1964年，林向的恩师、著名考古
学家冯汉骥就对三星堆遗址作过大胆预
测。林向曾对记者回忆，当时，冯汉骥喊
他和助教去广汉打前站，冯汉骥坐在月
亮湾，指着三星堆遗址的方向预测，“那
里气象万千，很可能有重要的遗址”。

老师一语道破天机之后，林向参与
了1986年的发掘。当时，发掘现场揭露
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现场工作的实习
学生等人员多达百人，很多人穿着皮
鞋，有些女学生还穿着高跟鞋，可能会
对考古现场造成极大破坏。为保护现
场，林向下了死命令：“全部换成平底
鞋，否则一律回家。”他的这道命令，一
度让广汉的布鞋一夜热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戴竺芯

考古学家林向

“殉书以死”蜀中才子李调元是个书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