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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 10 点，记者从四川省
“6.17”抗震救灾应急救援联合指挥
部第六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6月
22 日 22 时 29 分，四川宜宾市珙县
（北纬28.43度，东经104.77度）发生
5.4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千米。截至
6 月 23 日 5 时 30 分，地震共造成珙
县、长宁县 31 人受轻伤和轻微伤，
其中留院观察治疗 21 人，均无生命
危险。目前，排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四川省地震局专家综合分析认为，
此次四川珙县5.4级地震属长宁6.0
级地震的余震正常起伏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四川珙县5.4级余震
已致珙县、长宁31人受伤

50 岁的李海军，人送外号“铁
人”。从5·12汶川地震到4·20雅安地
震再到云南 8·03 鲁甸地震，哪里有
灾难，哪里就有他活跃的身影。他是
退伍军人，是救灾志愿者，他有救灾
荣誉证书8本，无偿献血证22本。

2018年3月21日，在湖南邵阳老
家，李海军帮村民拆房子，从10米高的
三楼摔下，导致尿道断裂、盆骨粉碎性
骨折。两三个月前，身体才好利索。这
也是他伤愈后，第一次参与救灾。

驾车18个小时
带着重建工具来到双河

得知长宁地震后，李海军原计划
6月18日早上就动身。隔壁村的朋友
车爱飞当时在长沙，他等到车爱飞回
家，最终于 6 月 18 日下午 4 点多，从
家里驾车出发。李海军说，1100公里
左右的路途，他们用了18个小时。

车上装着用于重建的工具。李
海军说，灾后重建需要哪些活干，他
就干啥活。到了双河镇后，他又买了
一把钳子。

6月19日下午，他和车爱飞去几
个村子看了看受灾情况，然后就在双
河镇中心幼儿园帮助卸、收救灾物
资，以及给前来领取救灾物资的村民
装车、发车。

“至于计划待多久，要看情况。”
李海军告诉记者，他会木工、电工，以
及砌墙码砖，到时候自己能帮上忙，
就多待一段时间；帮不了什么忙了，
他就离开，然后去湖南对口援建的西
藏山南市支边。

伤愈不久
去年摔伤休养了整整一年

过去一年多时间，李海军一直在
养伤。2018年3月21日，在湖南邵阳
县岩口铺镇花桥村老家，李海军帮村
民拆房子，从10米高的三楼摔下，导
致尿道断裂、盆骨粉碎性骨折。

他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月，骨折
康复到一定程度后，又做尿道愈合手
术。当时，他受伤的消息传到理县，理
县人民一天内为他筹集了20万的医
药费。

记者当时采访得知，李海军受伤
后，他的女朋友在微信上联系了理县
纪委党风室主任黄宇。黄宇知道李海
军家境不好，这么多医药费该怎么
办？思前想后，黄宇把李海军受伤的
消息发布在了理县的党政工作群里，

“我们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在理县团委建议下，李海军的侄

儿罗建金于2018年3月22日晚发起
了“轻松筹”为其筹款，目标金额为

20万。第二天，理县团委在自己的公
众号上发布倡议。

李海军告诉记者，去年摔伤后，他
治疗、休养了整整一年，两三个月前身体
才好利索，“现在觉得身体没什么问题。”

热心救灾
“哪里需要，我就支援哪里”

据了解，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
天清晨，李海军就关闭了自己开的木
工店，到地震灾区参与救灾。他和其
他志愿者一道，来到理县支援抗震救
灾和灾后重建，义务投工投劳，一干
就是两年。

李海军身体素质好，当地缺水，
他不麻烦村民，大冷天都在河里洗
澡，吃饭也不讲究，遇见什么吃点什
么。但干活一直没有含糊，他什么都
干，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挖泥巴、垒
墙、搬水泥，帮村民摘花椒，以及做水
电工、木工。

据理县文广新局的一名工作人
员回忆，那时候他在灾区采访，看到
村子里的电线杆、废墟的墙上到处贴
着李海军的电话，有谁打电话，他就
马上骑个摩托赶过去。

在汶川救灾那会儿，人们送了他
“铁人李海军”的称号。号称“铁人”的
他，事迹也被写入《理县抗震救灾志》。
汶川地震后，李海军又先后在玉树地
震、鲁甸地震等多个救灾现场做志愿
者，直到2015年冬天才回到老家。

长期以来，李海军在全国各地当
志愿者，仅荣获的救灾荣誉证书就有
8本，无偿献血证也有22本。他在自
己的名片上这样写道：干百家活，吃
百家饭；睡百家床，住百家房；哪里需
要，支援哪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
灵 图据受访者

在国际竹产业发展峰会会场35
公里外的宜宾市叙州区喜捷镇，有
个“幸福公社”农耕文化长廊，陈列
着自秦以来的所有农业生产工具。

6 月 13 日 11 时 40 分，72 岁的
亚太地区竹工艺大师、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竹刻（江安竹簧）代表
性传承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
何华一躬身坐在竹簧工艺展厅，接
待两位自来外省的工艺美术大师。
他的二女儿何玉兰和父亲合作的
精雕“龙凤呈祥”竹筷，被藏家以10
余万元的价格收藏。

提到四川竹产业，就不得不说
眉山青神竹编。2008年开始，四川
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青神竹编传承人张德明带
领的竹编团队凭着过硬的技术和
新颖的创意，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古老的青神竹编获得世
界某著名奢侈品牌认可，双方合作
至今。通过与国际奢侈品牌的成功
嫁接，青神竹编“扬帆出海”。

如今，青神县将竹编升级为该
县的品牌形象，已形成20家竹编龙
头企业。从单一品种到25个大类、
3000多种产品，竹编产品远销欧、
美、澳以及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
地区，竹产业总产值达30亿元。

受伤后痊愈不久

“铁人”李海军
奔赴长宁救灾

李海军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四川长宁县双河镇。6月18日下午
4点过，他和朋友车爱飞从湖南邵阳家中出发，连夜驾车赶路，于6
月19日上午10点过，到达震中双河镇。车上装满建筑工具，他打
算长住下来，参与灾后重建。

青神竹编与奢侈品牌合作
富顺竹叶卖到日本、韩国
……

中国竹产业发展背后

行天下
川竹

6月16日，为期4天的首届中国
国际竹产业发展峰会暨竹产品交易会
在宜宾落幕，共签约项目26个，协议
总投资107.83亿元，主要涉及竹旅
游、竹制品、竹型材、竹食品加工以及
竹资源综合开发等领域。

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
修复司、中国国际商会、国际竹藤组织、
中国竹产业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等
400多位竹产业专家学者、艺术美术大
师齐聚四川，吸引了中国、澳大利亚、马
达加斯加、厄瓜多尔、印度、菲律宾等国
家136家企业参展。

一根小小的竹子，已孕育出一个
巨大的产业：2018年，全国竹产业产
值超过2800亿元，到2020年要达
到3000亿。而据国际竹藤中心绿色
经济首席专家李智勇博士分析，到
2030年，中国竹产业产值将有望突
破10000亿元。

竹饮竹饮：：由于竹子含有由于竹子含有““竹叶竹叶
黄酮黄酮””成分成分，，有的企业将其加工有的企业将其加工
制成饮料制成饮料

竹纸竹纸：：宜宾一企业推出宜宾一企业推出““全全
竹浆本色纸竹浆本色纸”，”，其中含有的其中含有的““竹竹
醌醌””不仅可以抑菌不仅可以抑菌、、杀菌杀菌，，还能还能
除螨除螨

竹钢竹钢：：是一种高性能竹基纤是一种高性能竹基纤
维复合材料维复合材料，，在眉山在眉山、、宜宾等地宜宾等地，，
都有竹钢等项目落地都有竹钢等项目落地

竹编竹编：：古老的青神竹编古老的青神竹编，，已已
获得世界某著名奢侈品牌认可获得世界某著名奢侈品牌认可。。
通过与国际奢侈品牌的成功嫁通过与国际奢侈品牌的成功嫁
接接，，青神竹编青神竹编““扬帆出海扬帆出海””

“竹子还能做成饮料喝？”6 月 12
日下午，在首届中国国际竹产业发展
峰会召开前一天，由宜宾市兴文县本
地企业“两山竹业”研发、生产的“竹叶
黄酮”饮料正式上市，吸引了不少饮料
行业商家，来自成都的江女士表示品尝
后很吃惊，“有竹叶淡淡的清香，感觉不
错”。第二天，这款饮料行业的“新生
命”就摆上了国际峰会的大舞台，并入
驻当地的知名酒店企业和电商平台。

把竹叶做成饮料，源自竹叶中含
有“竹叶黄酮”成分。有研究表明，“竹
叶黄酮”拥有优良的抗活性自由基能
力、有确凿的SOD活性，且安全无毒、
没有副作用、不含激素，已被列入国家
新食品原料目录。

早在2010年，自贡富顺人刘祥彬
就接管了富顺童寺镇一家竹叶加工
厂，专做淡竹叶生产加工，原来只能当
柴火烧的竹叶被“变废为宝”。2014
年，富顺县成立竹业产业协会，覆盖全
县26个乡镇，会员3000余人，会员单
位5 个，成为一家专业从事竹产业种
植、收购、加工、销售的市级重点合作
组织。

据统计，2018 年，四川全省有竹
加工企业562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
业3家、省级龙头企业18家，基本形成
了竹片加工、竹笋加工、竹浆造纸、竹
人造板、竹工艺品、竹饮料、竹家具、竹
炭等加工体系，竹浆造纸产量达到
108万吨，保持全国第一。全国生活用
纸品牌前三甲，川企占了前两席；全国
本色竹浆生活用纸市场，川企占比超
过一半，领跑全国。

13日下午，宜宾临港国际会展中
心“竹交会”展馆，开始向公众开放，宜
宾纸业的“金竹全竹浆本色纸”展位很
快被逛展市民围得水泄不通。“我们这
抽纸现场不销售，但是扫码关注公众
号并转发朋友圈，可以免费领取一包
全竹浆本色抽纸。”因为人太多，工作
人员不得不一边解释，一边维护秩序
并要求市民们排队扫码。至下午 17
时，“全竹浆本色纸”吸粉 1000 余名，
成为展厅内最“火爆”的展位。

宜宾纸业，是一家国有上市企业，
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新闻纸生产企
业。目前，宜宾纸业将主营业务调整到
了包装用纸和生活用纸。

“目前宜宾纸业市场竞争力强的
是两张纸：口杯纸和生活纸。”宜宾纸
业销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
对产品转型的尝试始于2003年，人们
开始重视塑料制品的危害。

2018 年 9 月，宜宾纸业正式推出
“全竹浆本色纸”，由于“竹醌”不仅可
以抑菌、杀菌，还能除螨，食品级的全
竹浆本色纸很快被市场接受，并风行
起来。

为什么目前宜宾纸业发展形势大
好？相关负责人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
政策层面限塑，给造纸行业腾出了生存
空间，消费者的环保、健康意识增强；二
是拉动内需，重要活动场所全面摒弃塑
料制品，改用生态环保的纸制品。

竹叶被中医入药，民间则用某
些硕大的竹叶、笋壳包粽子。而在
日本和韩国，因为竹叶是天然包装
材料，厨师们会用竹叶来包寿司等
食物。四川富顺童寺镇的竹叶加工
厂老板刘祥彬正是看中了这一商
机，才开始做淡竹叶加工。从2013
年起，在川南小镇童寺加工的竹
叶，漂洋过海卖到了日本、韩国。

在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腹地，
有个“国际竹藤组织园”，显得非常
独特。这里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0多件竹藤产品，其中绝大多数
来自四川眉山、宜宾、泸州等地。在
宜宾蜀南竹海及江安县，常有日
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国的
游客慕名而来。

竹钢指的是高性能竹基纤维
复合材料。以竹材资源为原料，通
过一系列技术手段，最终制造成高
性能多用途竹基纤维复合材料。记
者了解到，在眉山、宜宾等地，都有
竹钢等项目落地。

据国际竹藤中心绿色经济首席
专家、中国竹产业协会副会长李智
勇博士介绍，全世界1642个竹种，中
国占了830个之多；全世界竹林面积
为3700万公顷，中国竹资源达641
万公顷。李智勇认为，在国家重视竹
产业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竹产业和
进出口都大有可为。李智勇说，虽然
中国竹产品进出口额远高于其他国
家，但和中国林产品进出口所达到
的1500亿美元相比，仍然显得大有
可为。李智勇分析，到了2030年，中
国竹产业可能突破10000亿元，进出
口额也会有大幅增长。

众所周知，当塑料席卷全球的时候，也给曾与人类
生活密切相关的竹材、竹器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很多老成都人的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以前，盐
市口、春熙路等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区，都有一家或几
家“四川地方特产专卖店”铺子，陈列、销售大量来自巴
蜀地区的地方特产，其中很多是竹制品，有江安的竹簧，
也有青神的竹编。

一位竹产业从业者认为，塑料对于竹产业冲击非常
大，繁盛了几千年的竹文化走向衰落。

但是，塑料制品负面影响也随之出现。联合国环境
署的报告显示：“塑料正在侵蚀着生态系统和环境。”中
国是最早重视塑料袋问题的国家之一，早在2008年，国
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
袋的通知》。

塑料袋等塑料制品被限制、禁止后，来自天然材料
的纸制品必将成为替代品之一。因此，纸业迎来了真正
的春天。然而在中国的生活用纸行业中，由于竹主要生
长在南方，除川、滇、黔、渝等西南省市造纸企业基本实
现竹代木外，仍有大量造纸企业用木浆造纸。四川竹浆
纸年产108万吨，但只占全国生活用纸的8%左右。

因此，在消灭塑料垃圾、代替污染材料方面，拥有竹
资源最丰富的四川，“川竹”产业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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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爱飞和李海军来到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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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167期开奖结果：81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9072期开奖结果：红色

球号码：13 09 22 30 15 02 蓝色球号码：15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67期开奖结果：307，直选：3619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6：9557注，每注奖金173元。（17856970.1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67期开奖结果：30759，一等奖37注，每注
奖金10万元。（269444241.8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72期开奖结果：8610496，一等奖0注；二
等 奖 7 注 ，每 注 奖 金 41064 元 ；三 等 奖 112 注 ，每 注 奖 金 1800 元 。
（25645421.1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87期：3300101000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92期：21121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080期：013030331300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80期：0130303313000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22日)

足彩

何华一作品《长江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