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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耀州区：文化产业凝聚脱贫新动力
张健 张凡

2019 年以来，陕西省铜川市耀

州区委宣传部、耀州区文化产业发

展中心依托文化产业发展优势，积

极动员区内文化企业参与脱贫攻

坚，通过文艺作品感染、文创产业带

动、旅游创业开发、扶志就业培训、

爱心捐助资助等多种形式精准扶

贫，为打赢脱贫攻坚决胜战凝聚了

新的动力。

文艺感染 激志扶智

耀州区以“八星励志”扶贫扶志

活动培育的 200余名脱贫励志典型

为素材，各大文化企业积极创作了

激志扶智的文艺节目和影视作品。

陕西金瑛百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把马咀村由贫困到小康的历程拍

摄成了电影《马咀是个村》；耀州区

华原演艺中心先后排导了大型现代

眉户剧《第一书记》、小品《扶贫路

上》《精准扶贫暖民心》、群口快板

《打好脱贫攻坚战》、音乐快板《砥砺

奋进绘蓝图》等文化惠民演出 180

余场次；陕西秦艺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等文化企业义务拍摄了《崔

普选——脱贫路上追梦人》等微电

影和脱贫励志专题片，这些文艺作

品在基层干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的

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全区人民脱贫

攻坚的士气，激发了贫困群众自愿

脱贫、自主奋斗的磅礴力量。

文创包装 提高身价

贫困村和贫困群众生产的扶贫

产品没有销路、卖不上价一直是脱

贫攻坚面临的瓶颈之一。耀州区充

分发挥文化产业优势，对扶贫产品

进行了文创包装，助力扶贫产品华

丽变身、提升身价、远销各地。陕西

全民合伙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耀

州的苹果、小米、辣椒面、核桃、香

菇、黑豆等产品进行了扶贫文创包

装，并利用“东耀协作”的机遇，打通

了线上网络销售和线下销售双渠

道，今年以来，共销售耀州特色扶贫

产品达 210 余万元。“照金高山艾”

“老舅家苹果”“有明土豆粉”等扶贫

产品也因为文创包装和品牌打造而

身价陡增、销量上升，有力地助推了

贫困群众收入增加、顺利脱贫。

开发旅游 带动产业

耀州区依托文化底蕴深厚、文

化资源丰富的优势，该区的文化企

业积极发力开发旅游，带动周边产

业，助力脱贫攻坚。照金文化商业管

理公司依托红色旅游资源接待游客

10余万人次；铜川市药王山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了与医药保健相关

的研学项目，吸引了省市内外40余

个团队共 7 万余人参加；铜川溪山

营地教育管理有限公发掘了照金红

色文化设计体验式课程，吸引了省

市内外 200 余个团队近万人参加，

照金、药王山等景区还设立了扶贫

产品销售专柜。此外，电影《马咀是

个村》的拍摄也让马咀等地的乡村

旅游再次升温，不仅带动了周边的

贫困群众参与就业，还带动了民俗、

餐饮等扶贫产业的兴旺，也带动了

扶贫产品的销售。

培训扶志 就业脱贫

耀州区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注重

对贫困群众开展技术培训，帮助贫

困群众实现最有效、最直接的就业

脱贫。耀州窑唐宋陶业有限公司积

极为贫困群众提供了陶瓷等技术培

训，并吸纳了12名贫困群众、8名残

疾人就业；铜川市药王山旅游开发

公司在药王山庙会及景区工作中优

先考虑贫困户；铜川溪山营地教育

管理有限公司、耀州雅赏陶艺有限

责任公司、耀州区盛源陶业有限责

任公司等积极开展了技能培训并为

贫困户提供就业；铜川市耀州区沮

水桃品农业专业合作社、铜川伊凯

文加工制造有限公司等中小文化企

业设立了社区工厂，长期培训周边

贫困户并吸纳就业，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好评。

爱心资助 温暖人心

除了产业带动，耀州区各文化

企业还主动开展了爱心捐助活动，

为贫困群众送去爱心和温暖。铜川

市鑫商界影视传媒广告公司为耀州

区小丘镇中心幼儿园送去了价值

6000 元的学习生活用品，并组织了

耀州区女企业家协会 30 余人到瑶

曲镇鸡山村购买滞销的核桃等农产

品 400 余公斤。耀州区新华书店有

限责任公司为小丘镇红岩村捐赠了

价值 18000 余元的农业科技、少儿

科普、文化等图书400余册。陕西全

民合伙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海浪

综合商店设为庙湾镇五联村三级物

流快递收发站点，并送去了冰柜和

触摸电子显示屏，多方面地帮扶海

浪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增加收入。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11 月 30

日上午 9:00，为期两天的 2019 中

国·成都（彭州）生态运动季暨龙门

山国际户外生态三项赛在彭州市葛

仙山镇正式拉开帷幕。据悉，本届赛

事以“‘韵’动彭州 向‘尚’看”为主

题，由中国轮滑协会、中国登山协会

支持，成都市体育局、彭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来自中国、法国、德国、西班

牙等 23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余人

参赛。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

精心策划组织了轮滑马拉松、自行

车马拉松和山地迷你马拉松三项比

赛，三项比赛分设竞技组与群体组，

为不同项目的运动爱好者搭建了交

流、学习和展示的平台，为不同水平

的参赛选手提供了绿茵赛场角逐的

机会。

“在去年形成一定品牌的基础

上，今年根据赛事定位，在安全办

赛、专业办赛、生态办赛、媒体传播、

整合策划等方面，进行了一次全新

的突破。”彭州市文体旅局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彭州生态三项赛在比

赛项目、参赛规模、赛道功能、赛事

路线、赛事奖金、赛事补给、赛后服

务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优化升级，

全程为参赛选手提供更优质的参赛

体验和参赛服务。

在参赛队员的宣传资料中，彭

州市还专门为队员提供了彭州美食

旅游线路图册。赛程结束后，选手们

尽可自行前往，体验龙门山民宿的

温馨情趣，享受彭州美食美景带来

的无限乐趣。

据了解，为做好大赛的安全和

后勤保障，提升赛事服务水平，主办

方还配备了150名经专业培训的赛

事志愿者、14名医疗工作者及先进

体育赛事医疗设备、200 多名民警

和安保人员，专门为赛事提供全程

志愿、医疗、安全、交通及后勤保障

服务。

如今，彭州可谓是“周周有活

动、月月有赛事”。全民健身休闲运

动的广泛开展，拉动了旅游、餐饮、

住宿、体育培训等服务业的发展，大

型赛事形成了品牌影响力，各类人

群广泛参与，大中小赛事连绵不断，

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等产业得到了

充分融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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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爱心帮扶
九寨沟县罗依乡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您的爱心不仅温暖着我们的

心灵，您的善举更为九寨的冬天平添

了几分温暖……”近日，在四川省邛

崃市爱心帮扶阿坝州九寨沟县罗依

中心小学的捐赠仪式现场，罗依中心

小学的学生代表向捐赠者表示感谢。

当天，受邛崃市委宣传部等单位

委托，九寨沟县罗依乡顺河村驻村队

员刘洪向该校负责人转授捐赠牌，并

转交了价值近 2 万元的武术体育器

材。罗依中心小学校长王宏亮将一面

印有“爱心助学情深 雪中送炭义重”

的锦旗赠送给了捐赠单位。

据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扶贫开发的重要战略思想，以及

省市“全域结对帮扶”“千企帮千村”

的相关文件精神，经邛崃市派驻九寨

沟县罗依乡顺河村驻村队员刘洪牵

线搭桥，邛崃市委宣传部、邛崃市社

科联积极动员邛崃市企业文化学会

对九寨沟县开展爱心帮扶活动。

宜宾市叙州区
廉洁文化电影宣传
进基层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11月 28日

晚，在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龙源社区

春天里小区门口，观众们围坐在一起

津津有味地观看了一场“坝坝电影”，

映前放映的廉洁宣传片《张村长的发

财梦》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这是宜宾市纪委监委今年开展

的“清风满三江”廉洁文化电影宣传

进基层活动的一个缩影。据了解，为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

纵深发展，不断提升广大群众对宜

宾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

获得感、认可度和满意度，宜宾市纪

委监委通过公益电影放映工程宣传

平台，充分发挥 150 余支“中国竹都

红色轻骑兵公益电影宣传队”的作

用，在全市开展了“清风满三江”廉

洁文化电影宣传活动。活动采取在

每场公益电影前放映廉洁宣传片的

方式，宣传了一批具有新时代特征、

富有宜宾特色的廉洁文化作品，持

续传播廉洁理念，弘扬清风正气，让

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措施和成效

“飞入寻常百姓家”，努力形成覆盖

城乡的廉政宣传网络。

记者了解到，宜宾市“清风满三

江”廉洁文化电影宣传进基层活动自

今年 9月开展以来，已在全市十个县

区 2821 个行政村和 50 多个街道社

区、广场、学校、工地、企业、敬老院、

福利院、部队等公益电影固定点放映

3800余场，覆盖观众20余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11 月 29

日，由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

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成都市城

市管理委员会、成都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服务中心承办的“垃圾分类

就是新时尚”——“参与垃圾分类

共绘美丽成都”垃圾分类进校园主

题宣传活动在成华区金笛幼儿园开

展，通过让儿童亲手绘制美丽成都

的方式，引导他们从日常生活中行

动起来，向自己的家人宣传垃圾分

类，树立环保意识。

按照《2019 年以街道为单位成

建制整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

案》，2019年底，成都市 22个区(市)

县将各确定 1个建制街道片区整体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形成较好

的示范引领效应，为成都全市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奠定基础。

据悉，本次活动的举办地属于二

仙桥街道，该街道是成华区确定的建

制整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街

道。其中，隶属于街道的下涧槽社区

已在原有生活垃圾桶点位基础上减

少45个，重新布置了分类垃圾投放

点29个，按照四分类方式进行生活

垃圾“定时、定点、定类、定人”投放

体系建设，并进入深入宣传阶段。

(上接1版)

榜样，凝聚催人奋进
的力量

现场观众通过观看展板、视频

短片、文艺节目、访谈节目，从多个

角度了解、感受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力量。

“让你爹在家好好养病，今后

这个街我们大家一起来扫！”小品

《平凡人生》，根据四川好人张慈

金的故事精心策划编创，生动再

现了好人张慈金义务清扫道路的

感人事迹。

黝黑的皮肤，花白的头发。74岁

的张慈金不是清洁工，却又是最负

责的清洁工。14 年来，他义务清扫

丙芭公路，无论天晴下雨从不间断。

“这么大年纪了，图啥？”面对质疑他

总说：“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人，过

去我知道雷锋这样的先进人物，他

们的事迹我学不来，但凭自己这些

年身体还不错，做一些有利群众的

事情是应该的。这个路我还会一直

扫，直到扫不动为止！”

除了张慈金，入选的四川好人

还有：奉献青春三十载，助彝村村民

实现脱贫致富梦的张志芬；13年悉

心照顾瘫痪父亲，用行动诠释“久病

床前有孝子”的范秋兰；临危不惧勇

救落水村民的六旬聋哑老人吴天

成；30多年如一日，扶助弱势群体，

资助贫困学生的贾芝华；面对十万

现金不为所动，拾金不昧的仁钦让

布；30 年如一日传承传授剪纸技

艺，小小银剪剪出万千世界的兰小

奇……他们的点滴义行和凡人善举

描绘了震撼人心的榜样“群英谱”，

生动展示了四川好人的感人事迹和

崇高精神。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感人至深，

许多观众热泪盈眶，用一次次热烈

的掌声，表达对榜样的由衷敬意和

景仰。

米易县志愿者李明香从彩排第

一天就一直跟随好人们。看完晚会

后，她在朋友圈这样说：“这次的志

愿服务工作将成为我最珍贵的回

忆，忙里偷闲看了陈华军的感人故

事，这些好人的执着和义无反顾值

得所有人学习。”

众里寻你，用爱的声
音一呼百应

“互帮互爱、与人为善，做助人

为乐好人；无惧无畏、扶危救难，做

见义勇为好人；坚守正道、一诺千

金，做诚实守信好人；忠于职守、精

益求精，做敬业奉献好人；事亲行

孝、血脉情深，做孝老爱亲好人。让

我们学习传承榜样力量，弘扬文明

风尚，共同向上向善，争做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台上，好人代表和志愿者向全

省人民发出了倡议。

台下，观众们举着写有好人名

字的荧光牌，把现场气氛装点得分

外浓厚。

米易中学初一学生杨奕萌和同

班的40几位同学观看了发布仪式，并

不时在本子上记下自己的感想。杨奕

萌说：“第一次看这样的晚会，才发现

这些叔叔阿姨的好人故事就发生在

我们身边。人的一生，需要做一些有

意义的事，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希望

有一天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为了体现对榜样精神的传承，

活动专门邀请了往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四川省道德模范、中

国好人等作为嘉宾，为11月四川好

人颁奖。

这是第五届四川省助人为乐道

德模范鲁鹏第三次参加好人发布仪

式，他说：“在这里似乎找到了我以

前获奖时的心情。看到通过大家的

努力，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身边好人

和道德模范队伍中来，我也感到骄

傲和自豪。”在鲁鹏看来，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就是要尽己所能，把平

凡的小事做好。

从2018年4月起，全省多次举办

“四川好人榜”发布及交流活动，让好

人故事、榜样力量如和煦春风，吹遍

巴蜀大地，吹入百姓心扉。如今，全省

已举办15场发布仪式，从成都到凉

山，从隆昌到大竹，从大英到米易，

“四川好人榜”发布仪式每到一处，就

把文明之光、道德火种再一次播撒。

活动现场举行了主题旗帜交接

仪式，2019年 12月“四川好人榜”发

布仪式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活动将在资阳市乐至县举行。

(上接1版)

一部“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力作

活动现场，《雪线

信使——“时代楷模”

其美多吉》作者，甘

孜日报社记者李娅

妮、兰色拉姆分享了

该书的创作初衷，她

们谈道，初衷就是想

用一个康巴汉子在雪

线邮路上坚守故土的

故事，描绘出一个多

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甘孜这些年发生

的巨大变迁。

四川民族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泽仁扎

西表示，肩负民族文

化传承使命的四川民

族出版社，把《雪线

信使——时代楷模其

美多吉》这类主题出

版物介绍给大家，就

是要传播正能量，让

其美多吉的事迹和精

神激励更多的人，并

将学习其美多吉先进

事迹宣传活动引向深入。

“这是一部‘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力作，在全国

上下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之际，出版恰逢其时，显

示了编者、出版者的眼光和情

怀。”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

如是说。

四川省委宣传部领导充分

肯定了该书的出版价值，并号

召大家要以其美多吉同志为榜

样，学习他不负时代、勇于担当

的价值追求，用忠诚和奉献书

写美丽人生。

读者粉丝现场分享读
书心得

在读者互动环节，来自中建三

局的成都建设者胡飞表示，只要

真诚热爱，初心不改，农民工一样

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一番大事

业，同样可以像其美多吉一样用

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毅力努力编

织属于自己的梦。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其美

多吉对于梦想的坚持与敢于担当

的勇气深深吸引了我，这是处于

人生十字路口的大学生需要具备

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更是当

代青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建设道路上的中坚力量应

当具备的坚韧不拔的特质。”活动

现场，四川大学学生胡逸鸣分享

了自己的读后感。

活动最后，由观众代表向其

美多吉赠送礼物，礼物是一个沉

甸甸的邮件包裹，那是热心读者

们写给他的明信片。在一张张明

信片中，来自高新区锦辉小学的

陈墨翰、程诗灏同学写的明信片

格外引人注意：“读了您的故事，

让我们知道了邮政绿，您乐于助

人、乐于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敬仰”，文字中充满了他们

对其美多吉的敬意。

《雪线信使——“时代楷模”其

美多吉》新书分享会在读者粉丝

的依依不舍中落下帷幕，相信这

本书在带给读者更多温暖的同

时，也将点燃他们心中梦想的火

花，让他们努力在新时代的新征

程上奔跑。

致
敬
﹃
最
美
奋
斗
者
﹄
致
敬
﹃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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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

本报讯（记 者 胡
桂 芳 赵 青）千 百 年

来，成都一直是一座

有诗脉、诗魂、诗意的

城市，这座城市的“血

管”一直流淌着诗歌

的基因。12 月 1 日下

午，四川民族出版社、

草堂诗刊社在天府书

展上联合举办了“诗

人 眼 中 的 成 都 ——

《时间深处的城市》

新书分享会”，新书

的 四 位 作 者 代 表 就

该套书内容，畅谈分

享 了 自 己 为 成 都 写

诗的创作体悟。

诗歌集《时间深

处的城市》于 2019 年

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

版，共分两册，以中国

诗人汉语和外国诗人

母语为载体，集结了

来自法国、美国、英

国、俄罗斯、德国、日

本等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二十多位重量级

外国诗人，以及几十

位国内优秀诗人书写

成都的诗篇。由于创

作主体多元，这些诗

作具有广泛的文学意

味，从中能体会到不

同地域的诗人的主观审美情感和独

特创作体悟。

分享会上，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成都市文联主席梁平说，天府文

化有一个重要的基因就是诗歌。希望

通过诗歌集《时间深处的城市》，让诗

歌的成都印象更广泛的传播出去，而

且让国外诗人和国内其他地方其他

城市的诗人，把他们的诗歌种子带到

成都这一块土壤中，让它生根发芽。

用诗歌这种独特的世界语言，讲好成

都故事。

活动现场，作者代表和部分热心

读者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时间深处的

城市》里的部分诗作。在舒缓的吟诵

声中，新书分享会圆满结束。

成都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幼儿园

诗
人
眼
中
的
成
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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