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歌剧《盐都儿女》成都首演

艰苦创业工匠精神展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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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10月10日晚上7点，虽
然已是华灯初上，乐山大佛
景区却人潮如织。当天晚
上，继“夜游三江”之“游船”

“游城”后，“游山”项目开始对
外试运行。“游山”即夜游乐山
大佛所在的凌云山，游客们
在灯火阑珊光影交织中，体
味与白天不同的乐山大佛和
嘉州古城。

至此，“夜游三江”全面
亮相：凌云山、乌尤山、龟城山
光影婆娑，对岸嘉州古城更
是光华璀璨，中间温婉的岷
江仿佛一条光带，徜徉其中
的游船更似耀眼明珠……
山、城、船，“夜游三江”的灯
火，点亮了城市和景区，也留
下了许多游客，让乐山不再

“半日游”。
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大

假，乐山全市接待游客419.2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9.1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
了两位数。更可喜的是，游
客平均停留时间，由原来的
1.7 天增至 2.1 天，相比 2012
年的1.4天则延长了0.7天。
换句话说，游客现在到乐山，
会比5年前多待近17个小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编辑 王明浩 版式詹红霞 校对张晓

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晚上游客多
航务处每晚加班4小时
10月9日晚上10点，随着“大佛

号”“凌云号”顺利回港，54岁的曾
宪宏长舒口气，收拾一下就能下班
了。作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航
务（海事）处处长，曾宪宏刚度过了
担任航务处长5年来最繁忙的一个
黄金周。大假期间，水上游船共接
待游客6.9万人次，超过大佛景区游
客总量的三分之一。

“早上7点半，开船就上班。晚上
10点半，收船才下班。”曾宪宏说，由
于游客众多，游船班次密集，为确保
安全有序，工作强度也很大。而在
10月1日“夜游三江”对外试运行之
前，每天下午6点半就能下班，工作强
度也要小得多。

而国庆大假期间，最大亮点莫过
于“夜游三江”。“每晚600张票，国庆
节还没开始，就全部卖完了。”曾宪宏
说，目前呈现的只是“夜游三江”一期
工程，景区下一步还会新建码头、新
购游船、整治航道，“要让游船夜间也
能开到大佛脚下看大佛。”

过夜游客多
高端酒店入住率超85%

曾宪宏下了班，从八仙洞码头出
来，需要穿过一片明清风格的仿古街
区。这便是大佛景区嘉定坊，尽管已
是深夜，但嘉定坊依然灯火不断，有

“夜游三江”下船的游客，还在沿着青
石板路散步聊天。街边一座名为禅
驿的禅文化主题酒店门口，总助刘容
正满脸笑容和归店的客人打招呼。

“托‘夜游三江’的福，这段时间生意
很好。”她说，大假期间，禅驿一期、二
期两个酒店的入住率超过了85%。
作为目前乐山中心城区最高端的酒
店之一，禅驿国庆期间价格达到了一
期800元起、二期1300元起，“最贵房
型近7000元一晚，也卖出去好几晚。”

区县游客多
乐山旅游不再两极独大
除了晚上游客多、过夜游客

多，区县游客多也是今年大假乐山
旅游一大特点。据乐山市假日旅
游指挥中心统计，今年10月1日至8
日，全市共接待游客419.2万人次。
其中，峨眉山、乐山大佛两大核心
景区共接待约39.7万人次，仅占全
市总接待量的9.47%。而2012年国
庆中秋大假，乐山全市共接待游客
239.83万人次。其中，当时的峨眉
山-乐山大佛景区共接待游客
41.55万人次，占全市总接待量的约
17.32%。

纵向对比，两大景区接待量并无
明显变化，但占全市总接待量的比重
却减少了将近一半，它们的比重被谁
占了？“各区县游客接待量增长快
速。”统计数据显示，以峨眉山大佛禅
院为代表的佛文化旅游产品、以农夫
山泉为代表的工业旅游产品、以桃园
山居为代表的康养旅游产品、以“成
都战役·首战遗址”为代表的红色旅
游产品客流增长迅猛。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
10月10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
《关于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和36种国家谈判药品有关
问题的通知》。这意味着，四川执
行最新医保药品目录，自9月1日
起，将人社部谈判确定的利拉鲁泰
等36种药品，全部纳入四川省医保
报销范围；自11月1日起，将2017
年版《国家药品目录》内所有药品
全部纳入四川省医保报销范围。
四川的医保报销范围不但新增300
多个药品，同时，36种“高价刚需
药”也能医保报销。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
（简称《药品目录》）是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药品费用的标准。因为关系到患者
在治病时医保的报销问题，一直是
社会关注热点。此次目录调整，不
仅意味着报销比例的调整，也意味
着用药的调整。

新版目录中新调入药品重点考
虑了临床价值高的新药、地方乙类

调整增加较多的药品以及重大疾病
治疗用药、儿童用药、急抢救用药、
职业病特殊用药等。

据悉，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36
个药品包括31个西药和5个中成
药。西药中有15个是肿瘤治疗药，
覆盖了肺癌、胃癌、乳腺癌、结直肠
癌、淋巴瘤、骨髓瘤等癌种，包括此
前参保人员反映比较多的曲妥珠单
抗、利妥昔单抗、硼替佐米、来那度
胺等；还有5个是心血管病用药，如
治疗急性冠脉综合症的替格瑞洛、
治疗急性心梗的重组人尿激酶原
等；其他的药品分别是肾病、眼科、
精神病、抗感染、糖尿病以及罕见病
用药。5个中药中3个是肿瘤药，还
有2个是心脑血管用药。

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这
36种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达到
44%，最高达到70%。

四川省人社厅提出，各市（州）
要抓紧制定国家谈判药品的执行办
法，及时将36种药品全部纳入基金
支付范围，并报省厅备案，办法出台
前发生的药品费用，要按规定给予
支付。各市（州）不得调整有关药品
的限定支付范围。

歌剧《盐都儿女》背景设定在民
国初年的自贡，围绕紫薇出嫁、老井
枯干两件大事展开一系列故事。整
部剧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
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的思想
理念和道德规范。

“心血热汗熬成盐，双手捧来重如
山，妹子不忘兄妹情，回来井台再相见
……”当晚七点半，《盐都儿女》的大幕
正式拉开，直插云天的木制井架，在盐
井台忙碌的打井工人，让全场观众跨
越时空，仿佛亲临自贡产盐基地，深入
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当中。

“这部剧是为普通劳动者树碑立
传，向智慧勤劳坚忍不拔的求索精神
致敬，是一曲敬献给历代工匠的颂
歌，一幅劳动人民创业的风情画卷。”
国家一级导演、《盐都儿女》导演关大
心告诉记者，再次跟观众见面的《盐
都儿女》在此前演出的基础上，在剧
本、音乐、舞美、服饰等方面都进行了
全新升级。在剧本上，“使全剧结构
更紧凑，人物形象定位更加鲜活、细
腻。”在舞美、服饰上，“再现历史上的
打井工人装扮和状态，即使‘变异’也
是艺术上的‘变异’，是一种特殊的文

化表现形式。”
为艺术地再现千年盐都自贡的

历史文化，为观众解读深藏于自贡历
史上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的工
匠精神、奉献精神，展现他们的博大
胸襟，主创人员多次深入基层采访，
剧本反复修改，六易其稿。在音乐创
作上，《盐都儿女》同样精益求精，四
川交响乐团在现场进行配乐演奏，音
乐沉稳大气，很好地推动了剧情和人
物表演的发展。同时，荡气回肠的盐
工号子贯穿其中，突出了自贡的地方

特色。
四川知名编剧赵安平在观看完

《盐都儿女》后，也久久不能平静，“全
剧故事结构紧凑，音乐在交响乐的现
场伴奏下令剧场效果瞬间高大上，宏
大的制景舞美将千年盐场神韵准确地
展现在了观众眼前。演员们尽管对剧
型的表演略显不适，但能感觉出他们
那股子全情的投入和认真劲。作为一
个创作人，深深为他们对舞台的坚守
而感动，也为自贡再次向世人奉献出
他们在艺术创新的奇才而叹服。”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航务（海事）处
处长曾宪宏说，乘船游江看大佛的人，这
几年增长很快。2012年为40余万人次，
然后以每年约10万人次递增，2016年时
已达到84万人次，今年则有望达到约100
万人次，特别是国庆大假期间，好几天都
是每天1万多人。

这5年 新增长
乐山旅游不再两极独大，“各区县游

客接待量增长快速。”统计数据显示，以峨
眉山大佛禅院为代表的佛文化旅游产品、
以农夫山泉为代表的工业旅游产品、以桃
园山居为代表的康养旅游产品、以“成都
战役·首战遗址”为代表的红色旅游产品
客流增长迅猛。

“夜游三江”点亮乐山
吸引游客多留17个小时

旅游“三篇文章”
带来2000万游客

如果说嘉定坊的建设属于“扩容

提质”、“夜游三江”的火爆契合“景城
一体”、区县景点的兴起彰显“全域旅
游”，那大假期间乐山旅游呈现出来
的可喜变化，正是得益于该市近年来
努力做好的扩容提质、景城一体、全
域旅游这“三篇文章”。

在旅游“三篇文章”的带动下，乐
山旅游近年始终保持在“快车道”。
2012年，乐山全市共接待游客267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68.7亿
元。而到2016年，乐山全市旅游接

待量已达到4380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625亿元，比2012年分别增
长63.8%和132.6%。

“按照目前的势头，乐山今年的
游客接待量，将超过 2012 年 2000
万人次以上。”乐山市旅体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乐山旅游将继续做好“三
篇文章”，力争到2021年，全市文旅
投资、旅游综合收入双双突破1000
亿元，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达到2.5天
以上，建成游客来川旅游首选地。

变化

四川自贡，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的重要产盐基地，素
以“千年盐都”等美誉而蜚
声中外。10月10日晚，由自
贡市歌舞曲艺演艺有限责
任公司原创的大型民族歌
剧《盐都儿女》在成都首演，
将自贡盐商艰苦创业的故
事搬上“复兴路上颂党恩
——四川省十月演展季”的
舞台。现场，演员们用精湛
的表演，赞颂盐都人民勤劳
勇敢，坚忍不拔的优良品质
和为实现他们心中的梦想
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荀超

见习记者 陈荷
摄影报道

《盐都儿女》剧照。

四川最新医保药品目录新增300多个药品

36种“高价刚需药”也可报销了

背后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再度聚焦“悬崖村”

网友点赞最美爱情：
这样的老师，好样的！

10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推出“喜迎十九大”——“砥砺
奋进的5年·向总书记报告”策划报
道：总书记牵挂的悬崖村。当天，深
度稿件《悬崖村收获最美爱情 第一
个大学生媳妇留村当幼教》在华西
都市报和封面新闻APP刊发，短视
频纪录片《悬崖村收获最美爱情 第
一个大学生媳妇留村当幼教》在封
面新闻上线，并面向全网播放。整
组融合报道全网阅读超过350万，
网友点赞最美爱情女主人公吉伍尔
洛：这样的老师，好样的！

全网数据
8小时内阅读350万+

在融合报道时代，什么新闻最
能打动人？

10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继四川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之
后，再度推出融合报道大手笔“砥砺
奋进的5年·向总书记报告”系列报
道。第一篇《悬崖村收获最美爱情
第一个大学生媳妇留村当幼教》，通
过讲述凉山昭觉“悬崖村”收获的朴
实生动爱情故事，让读者深切感受
到了悬崖村人的生活条件之变、思
想观念之变。同时，一段8分多钟的
视频在封面新闻上线后，极具震撼
力的航拍画面，以及最美爱情女主
人公吉伍尔洛朴实语言，感动数万
网友。据统计，稿件和视频上线8小
时后，阅读量便超过350万，体现出
媒体专业的力量。

网友点赞
8分钟视频震撼人心

被悬崖村最美爱情感动的同
时，数万网友和读者也纷纷留言给
予点赞。

网友“四眼四眼”在封面新闻
APP留言说：“这样的老师，好样的！”

“真没想到，你们是文字记者，
视频却制作得这么好。”四川籍作家
陈新说，视频看了，看一次感动一
次。尤其是片尾的歌曲，加上航拍
的画面，个人觉得简直是绝配！整
组融合报道让凉山昭觉“悬崖村”的
内涵更加丰富。

凉山州委外宣办副主任格及依
呷表示，感谢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悬崖村的爱情故事，读后令人感
动、感慨。感动的是，他们对爱情的
坚持，对幼教点孩子们的付出。感
慨的是，从这里能看到凉山在脱贫
攻坚中的坚毅步伐，看到脱贫攻坚
中凉山人有多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梁
波 徐湘东 雷远东 谢凯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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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三江。 王家斌 摄

（上接01版）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选择发

展道路和谋划发展战略的进程，就
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
践，不断创新发展理念的历程。”清
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
每一次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都将
为中国开启更高的发展阶段。

逐梦新征程——经验启
示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
航船必将驶向更加辉煌的未
来，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多中国
贡献

今年夏天，尼日利亚副总统办
公室特别助理欧姆勒圆满结束在北
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为期一
年的学习。

“中国的发展秘诀值得学习！”
去年9月，包括欧姆勒在内27个国
家的49名学员成为该学院首期班
学员。汲取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
是他们留学中国的共同心愿。

为何世界形势跌宕起伏，中国
仍风景独好？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
探寻中国发展秘笈，破解自身发展
难题。

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南南
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说：“中
国的发展给其他南南合作国家带来
发展的窗口机遇期，最重要的是带
来了思路：怎样结合自己的优势来
发展经济，务实地发展、务实地转
型。”

理念指引方向，行动启示未来。
——践行新发展理念，必须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出发点。
近日，天津市一条干部调整消

息，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来热议：因
对中央环保督察意见整改不力，天
津市东丽区、津南区两名副区长被
免职。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
铁腕治污，是生态文明建设自上而
下的自觉行动，彰显人民至上的价

值取向。
“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

量。”十九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李伟说，中国新发展理念
的灵魂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
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集中
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执政理念。

——践行新发展理念，必须依
靠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集中
裁定受理一批“僵尸企业”破产和强
制清算案，104家“僵尸企业”宣告

“死亡”。
“这些‘僵尸企业’多成立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沉疴多年、积重难
返。快速出清有利于调整优化企业
结构和社会资源配置，减轻政府财
政负担，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广州市国资委产权处处长罗子章
说。

推石上山，不进则退。转型关
键期，唯有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才能推动
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
进。

——践行新发展理念，必须把
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

“企业要想做好，就要时刻保持
对大势的洞察，最关键的是要靠自
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浪潮集团董
事长孙丕恕说。他掌舵的企业正是
通过创新成为中国第一、全球前四
的服务器厂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未
来的发展宣言。

时代激荡，风云际会。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中国迎

来复兴路上的重要节点。
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亿万
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攻坚，在新理念
引领的发展道路上昂首阔步，迈向
更加壮阔的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