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陈亦乐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2019年4月16日
星期二

事发：
三轮车侧翻
六旬大爷被压骨折

14日下午3点40分左右，已经退
去人潮的新都金都市场，突然又热闹

起来。商贩蔡晓波跑进人推中，只见一
辆三轮车翻倒在市场大门的一侧，司
机和车上的一位乘客踉踉跄跄爬了起
来，而车下面，压着卖胡豆的邱国柱。

众人将邱国柱扶起，立马拨打了
120。63岁的邱国柱事后回忆，自己是
站在市场大门一侧的角落，三轮车从
马路转弯过来之后，突然翻车，他根本
来不及闪躲。经过诊断，邱国柱脚步割
伤缝了数针，锁骨骨折，需进行手术。

事发后，邱国柱的儿子邱冰赶到
了现场。在询问在场的人之后，邱冰得
知，原来父亲被撞并非司机驾驶疏忽，
还跟新都交通执法人员执法有关，他
随即向派出所报警。

事因：
三轮车违法营运遇交通执法人员
被追缉、推搡致车辆侧翻

根据邱冰所述，由于三轮车违法
载客，交通执法人员要求其停车，但司

机并没有听从，于是执法人员开始追
逮车辆，导致三轮车司机骑车发生侧
翻。14日下午，在邱冰报警之后，新都
交通执法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出面处理
此事，“他说这件事要向领导汇报，让
我等消息。”邱冰称。

当日傍晚，记者前往事发现场发
现，三轮车侧翻的位置正好在金都市
场入口的大门一侧。市场大门旁的一
位商贩告诉记者，三轮车侧翻之后，看
到有交通执法人员在现场。记者随后
联系上了骑电三轮的司机，据对方称，
当时他在钟楼地铁口载了人，行至金
都市场门口，突然碰到了两名交通执
法人员，“他们要把我拦下来，我看到
有执法人员，就想从金都市场里穿过
去，确实没有停车。”

司机说，刚到市场门口转弯下坡的
时候，其中一位执法人员很快地跑了
过来，先用脚蹬了一下车，然后又用手
推了一把，“本来搭了个蓬蓬重心就不
稳，还在下坡，结果车就翻了。”

交通执法部门：
确实有不文明执法行为
将全力帮助伤者医治

14日晚些时候，出面解决此事的交
通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邱冰
表示，会垫付邱国柱的治疗费、手术费。

15日，记者前往新都区交通局交通
执法大队，经证实，当日执法的两名交通
执法人员属于该大队人员。据大队副大
队长曾传康说，当天执法人员在钟楼站
地铁口执勤。“我们的执法人员看到这辆
电动三轮违法运营载客后，进行制止，并
让其马上离开，但三轮车司机不听，执意
骑车载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执法人
员确实用手推了三轮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路政管理规
定》以及《交通行政执法禁令》等多部
法律法规制定的《路政文明执法管理
工作规范》中，规定执法人员不得在行
车道上拦截、检查车辆或者处罚当事

人；遇有拒绝停车接受处理的，不得站
在车辆前面强行拦截 ，强行责令驾驶
人停车；遇有驾车逃跑的，除可能对公
路设施安全有严重威胁以外，不得驾
驶机动车追缉，可以采取通知前方超
限检测站点或者执法人员截查，或者
记下车牌号以便事后追究法律责任等
方式予以处理。

对该执法人员当天的行为，曾传
康表示，确实存在执法过度和不文明
执法的情况。“其实对交通执法部门来
说，这样的执法实属尴尬，我们只针对
机动车辆。但要维持秩序，一样要去制
止，在平常劝离过程中，执法人员还时
常遭受司机的言语和肢体攻击。”

对方称，交通执法部门将全力帮
助伤者进行治疗，并对该执法人员进
行批评教育及相应的处理。同时，也呼
吁市民不要乘坐违法运营的车辆，在
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予以配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摄影报道

在罗松的朋友圈，也发
布着他的一些毛笔，而通过
朋友圈的层层转发，他已经
成功地将毛笔卖到了国外。

不仅如此，罗松还和绵
阳市残联合作，在炳林毛笔
传承基地内，专门培训双手
健全的残疾人，然后让这部
分人制作毛笔，并发工资。现
在他的大部分工人都是和残
联合作培训的残疾人。“以

前我们制作毛笔的销量大部
分在四川，现在我和绵阳市
残联合作，准备在京东开一
个专营店，有了网络销售，预
计销量将翻番。”罗松说。

记者看到，2017年，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主办
的2016中国（广东）民间工
艺博览会上，炳林毛笔制
作-文昌系列之魁星点斗获

得铜奖；2017年7月，罗松被
绵阳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授予“第二批绵阳市文化经
营管理领军人才”荣誉称
号；2017年11月，被绵阳市
涪城区总工会评为“涪城工
匠”。今年，罗松的儿子13岁
了，暑假时，罗松准备开始
让儿子接触制作毛笔，他希
望能将毛笔制作技艺继续
传承下去。

一把油纸伞、一支狼毫毛笔……在四川广袤的大地上，存在着众多非物质文
化遗产古老技艺，这些技艺曾经在过往的历史岁月中辉煌一时，比如泸州分水的
油纸伞、绵阳的炳林毛笔，还有众多深藏在民间不为我们所知的古老非遗绝技。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技术冲击下，随着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它们原
有的工具属性和实用性已不可避免地被慢慢“边缘化”，甚至被取代。

它们，都传承了数百年，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浓缩着历史的变迁，更凝结着
一代代中国人的智慧，它们，是我们不能丢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何在新的时代与社会中，找到它们新的存在价值与市场定位，重新找回属
于它们的春天，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我们试图寻找的答案……

“200岁”的毛笔年销10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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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罗松终
于完成了爷爷的遗
愿，在四川绵阳涪城
区丰谷镇的涪江边，
修建好了“炳林毛笔
传承基地”。完成这个
遗愿，罗松用了20年。

也是因为罗松
20年的坚守，让具有
200多年历史的“炳
林毛笔”走过了低谷，
其制作技艺成为了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且迎来了新的“春
天”，从低谷时每年销
量2万支到现在每年
销量10余万支，甚至
销往国外。

目前，罗松正在
和绵阳市残联合作，
将在京东开店，预计
销量将继续翻番，百
年非遗毛笔的“新春
天”还在继续……

开
栏
语

1998年，罗松的爷爷罗炳林去世，
深得真传的罗松正式执掌“炳林毛笔制
作技艺”。那年，罗松只有22岁。

其实，按照传承排辈，年轻的罗松
并不应该担此重任，但是，一方面他从
小跟随爷爷学艺，另一方面，他的父辈
们已无人愿意再制作毛笔了。“上世纪
九十年代，应该是毛笔最低谷的时期，
那时候，电脑出现，工美大王等成为了
畅销品，刻字、打字等，以及各种字体，
一应俱全，而且方便快捷，这让用毛笔
写的标语、奖状等等开始失去市场。而
且，最为受影响的，是学习毛笔书法的
人太少太少了。”罗松回忆，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开始，到二十一世纪初，这近20
年时间内，他们每年仅仅只能卖出2万
多支毛笔，而学生用笔更是最多只卖出
过1000支。

“其实，我爸爸以及几个堂叔叔，都
学会了祖辈流传的‘罗笔客’纯手工的
毛笔制作技艺，但是，到了他们那一辈，
都不愿意再做毛笔了。”罗松说。

罗松有一位师兄，做了20多年学
徒，2003年放弃制作毛笔到沿海打工
了。而那时，罗松给他师兄开的工资已
经在2000元左右，不过仍没能留住，“他
那时去打工一个月4000元左右，现在已
经达到近万元了。”

在绵阳书法界，提起“炳林毛笔”，
几乎无人不知，而且还有很多人上门定
制。“炳林毛笔制作技艺”是传统的纯手
工艺制作毛笔作坊，其前身是成名于清
朝中末期的“罗笔客”，追溯至今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43岁的罗松是第六代
传人。

8日上午，罗松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炳林毛笔制作技艺”创始人
罗炳林是他的爷爷，从15岁学艺到85岁
逝世从艺整整70年。“炳林毛笔制作技
艺是纯手工，一支笔从齐毛到成型共有

70余道工序，耗时20多天。”罗松介绍，
毛笔所用材料分为羊毫、狼毫、紫毫、石
獾等，产品涵盖“纯羊毫”、“纯狼毫”、

“纯石獾”、“纯紫毫”、“兼毫”、“长峰”、
“中峰”、“短峰”等60余个品种。

谈起祖传毛笔制作技艺，罗松的记
忆似乎回到了20多年前。他介绍，那时
候，写标语、写奖状等等，都是用毛笔，
而且学校学生还有书法课，都是学写毛
笔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毛笔都还
是畅销品，我们一年可以卖10多万支毛
笔。”罗松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毛笔。

传承200多年6代人，一年卖10多万支笔

曾经辉煌

遭遇低谷

受电脑冲击，每年只卖2万支

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来到丰谷镇，在一条
小巷的深处，是一处临涪江
的三层仿古建筑。在围墙里
面，有一块还未悬挂的牌子，
上面写着“涪城区省级非遗
项目炳林毛笔传承基地”。

“这幢楼去年11月修好
的，最近才开始使用，牌子都
还没有挂。这幢楼也是我爷爷
的遗愿，当他把这门技艺让我
执掌时，就希望我能修一个传
承基地，把炳林毛笔制作技艺
一直传承下去。”罗松说。

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
罗松已经坚守了20年，经历
了炳林毛笔最低谷的时期，

但他想尽各种办法，硬抗下
来了。“学生用笔虽然减少
了，但我发现真正爱好毛笔
书法的人其实还大有人在，
这就需要精品的毛笔。”罗松
说。

在罗松坚守的那个年
代，精品毛笔成为了他的主
打产品。他曾经专门收购老
鼠胡须，制作了几只毛笔，每
支售价达到数千元。而且，他
通过传承和多年的学习，自
己总结出很多经验，制作毛
笔所需要的材料专门从东北
进购。而且，各种字体使用的
毛质不一样，因此，真正的书
法爱好者，家中几只不同的

毛笔是很正常的。
“老鼠胡须有近10年没

有收到过了，也没有了鼠须毛
笔，而狼毫则是用黄鼠狼的尾
巴，而且还是东北野生的，因
为寒冷地带动物的毛发弹性
更好、韧性更好，且野生的动
物毛发比人工饲养的更好，一
条黄鼠狼尾巴最多做一支多
点毛笔。”罗松说，也是因为更
需要精品，以前他们周边的十
余家毛笔制作作坊相继关门，
而这些作坊的客户被罗松成
功吸引。由于罗松的坚守以及
对技艺的精益求精，2011年，
炳林毛笔制作技艺成功列入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制作技艺列入省非遗，还完成遗愿修建传承基地

坚守20年

在炳林毛笔传承基地，
虽然有专门的工人工作间，
但记者前往时，并没有工人
在进行操作。罗松解释，现在
固定工人有3人，居家灵活就
业的有30余人。

“制作一支毛笔共有70
多道工序，有些工序工人们
可以拿回家做，然后再拿回
来进行下一步工序，这几天
就是工人们拿回家做去了。”
罗松说。在罗松的工作间，
也有一整套制作设备，罗松
每天也会亲自制作毛笔，而

且专门制作定制毛笔，一道
又一道工序，都由罗松亲自
完成，现在订单也越来越多。

在罗松看来，坚守20年，
毛笔再次迎来了春天。他介
绍，从几年前开始，提倡传承
传统文化、书法进课堂，毛笔
再次被更多人拿在了手中，
学生开始学习书法，社会上
书法培训班也如雨后春笋般
冒了出来。

龚小膑是绵阳市书法协
会主席。他介绍，因为毛笔断
代了十余年，书法进课堂后就

出现了师资的缺乏，因此，绵
阳市书法协会就承担起了培
训老师的责任，到现在为止，
至少培训了上千人次的老师。

“学生学习用毛笔更多
了，而且现在阅卷要求字迹
工整，很多学生选择学习书
法。不仅如此，群众的整体素
质在提高，房屋装修时有书
房、茶室的，基本上会有书法
作品，这部分就构成了一些
精品客户。”罗松的脸上充满
着笑容，他介绍，现在每年销
量再次达到了10余万支。

书法进课堂，销量又达10余万支

迎来春天

增加网络销售，卖出国门

规划未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电三轮逃罚，被交通执法人员推倒压伤路人，新都交通执法部门表态：

确有不文明执法，将垫付伤者治疗费
三轮车违法运营载客，交

通执法人员看见后进行制止
……这一切，与在市场上卖菜
的邱国柱（化名）八竿子打不
着，但结果是，三轮车行至邱国
柱跟前发生侧翻，正好将他压
倒，致锁骨骨折。

4月14日下午3点40分左
右，在成都新都区金都市场门口
遭遇这场事故后，邱国柱儿子邱
冰（化名）向派出所报警，称交通
执法人员在制止三轮车拉客时，
对车辆进行追缉，导致司机骑车
侧翻。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
名目击者和三轮车司机均表示，
车辆侧翻与执法人员有关。新都
交通执法部门就此回应，当天在
三轮车拒不停车的情况下，执法
人员确实上前用手推了车辆，存
在不文明执法的情况，新都区交
通执法部门将为此垫付邱国柱
治疗费，并对该执法人员进行相
应处理。

罗松说起毛笔如数家珍

罗松制作毛笔

事发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