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贡嘎山下，雅砻江畔；时光如
水，往事如烟。10月11日晚，“复
兴路上颂党恩——四川省十月演
展季”的舞台上，成都本土原创大
型音乐剧《丝路恋歌》，以“南方丝
绸之路”为主题，通过来源于雅砻
江畔真实的爱情故事，让观众徜
徉在“云朵之上的古羌”“雪域中
的康巴”“火光下的彝人”“古羌寨
的碉楼”等民族文化之美中。

音乐剧《丝路恋歌》是国内首
部以“一带一路”为背景，以“南方
丝绸之路”为主题创作的大型音
乐剧，“《丝路恋歌》是以南丝路上
一个真实的传奇爱情故事为原
型，通过音乐舞蹈叙事，呈现各民
族的团结和谐、文化多元互融与

国际交流等。”该剧总导演、出品
人兰卡布尺向记者介绍。

“阿妈说，从前有个地方叫卡
兰美朵/那里的河在天上流/那里
的云在地上落……”11晚 7:30，

宛若天籁的主题歌《卡兰美朵》，
将观众带入了这个在南丝绸之路
上发生的动人而凄美的爱情故事
中：成都丝绸商行老板之子、旅欧
音乐家杨森华，与藏族绣女德西

美朵之间，从少年到暮年，从此岸
到彼岸，在55年的荏苒时光中，以
不息的追寻再续未了的前缘。在
川西卡兰美朵蜀绣艺术村，有情
人终于相聚、相守。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再现了
古老而神奇的“南方丝绸之路”：
汉、藏、羌、彝舞蹈的美轮美奂，令
观众目不暇接；“蜀绣坊”“川西平
原农耕文明”“羌碉与羌寨”“藏族
古村落热巴村”“大小凉山”“金沙
江”等南丝路沿线著名的人文与
自然景观，让观众仿若身临其境；
剧中男女主角的定情物——蜀绣
南丝路地图和藏绣吉祥带，更是
精美绝伦。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文学
总监是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阿
来，在阿来的统领下，该剧的多段
唱词、对白诗意而浪漫，非常具有
文学性。“一弯残月，勾在树梢。

不愿升起，倚树摇飘。树虽参天，
也曾零凋。月圆树喜，月缺树
焦。见君（伊）不多，见君（伊）不
少。与君（伊）相守，伴（伊）君到
老。”这一段男女对唱，歌词直白
而深情。演出结束后，一位95后
观众意犹未尽：“音乐、唱词都非
常美，别具一格。”

“复兴路上颂党恩——四川
省十月演展季”活动，正在成都集
中举行，除了已经上演的话剧《赵
一曼》、歌剧《盐都儿女》、音乐剧
《丝路恋歌》、综艺歌舞《彝彩》，交
响乐《故乡回望》、综艺歌舞《羌
魂》、儿童剧《哪吒》、杂技剧《熊猫
寻宝》、川剧《诗酒太白》《布衣张
澜》《报恩记》等众多精彩纷呈的
舞台作品，也将陆续跟成都观众
见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摄影报道

音乐剧《丝路恋歌》
让你徜徉南丝路民族文化之美

“拍摄该片，是为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既然是形象宣传
片，就要有视觉冲击力和审美感
受，要在短短几十秒时间内，深度
展示四川纪检监察队伍的良好形
象。”四川省纪委宣传部负责人介
绍，为精心策划、制作形象宣传
片，省纪委积极协调邀请专业制
作团队，按照专业化模式进行拍
摄和包装制作。“该片从策划、拍
摄到最终制作完成，历时半年时
间，大胆起用纪检干部进行本色
演出，以艺术的形式真实还原纪
检干部的工作场景。”

据悉，形象宣传片《我们永远
在路上》以“老中青”三代纪检人
平凡的日常工作为视角，通过努
力适应纪检工作快节奏的纪检新
人，将工作热情化为对群众真情
的纪检人，以及长年奋斗在纪律
审查一线的纪检老将三个人物为
主线，表现了当代纪检监察干部
勇于担当、敢于亮剑、甘于清苦、
乐于奉献的情怀。

形象宣传片推出后，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新华网、新浪、搜

狐、凤凰、腾讯网等国内主要门户
网站第一时间主动发布，其他各
新闻网站竞相转载。

四川电视台从9月27日起，
持续1个月时间，在各个频道黄
金时段滚动播出；“廉洁四川”网
站和微信公众号刊播后，各市
（州）电视台和相关网站、微信、微
博平台同步联动，广泛转载。如
今，无论是走在春熙路等中心广
场，还是身处在公交、地铁、机场，
都能在户内外的LED大屏、广告
屏看到该形象宣传片。

9月28日，新华社刊发消息
《全国省级纪委机关的第一个形象
宣传片发布》，对四川省纪委组织
拍摄形象宣传片和播出情况进行
报道，人民网、凤凰网、腾讯、四川
新闻网等60余家门户网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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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
专项治理“微腐败”
对19家单位“点对点”提示反馈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10月
11日，记者从成都新都区委群工局了
解到，在专项治理“微腐败”工作中，他
们转变作风、改进服务，于7月中旬开
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信访基础业务
规范化检查活动。截至目前，新都区
委群工局通过抽查，已经对19家单位
进行了点对点提示反馈。

在此次活动中，新都区全区专兼
职信访干部要以深入推进阳光信访、
责任信访、法治信访为引领，认真学习
《成都市执行<国家信访局信访事项
网上办理工作规程>导则（试行）》规
定，全面检查信访基础业务，从登记、
受理、转送、交办、办理、送达、录入、督
查督办等环节入手，重点查找信访事项
在登记受理和办理督办过程中容易存
在的“微腐败”问题，逐一查找信访事项
在登记受理和办理督办过程中是否存
在怠政懒政庸政的现象等，发现问题、
建立台账、及时整改，实现“信访信息登
记录入及时、全面、准确，信访事项受理
办理依法、规范、高效”的目标。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案件办
理质量，新都区委群工局还通过召开
专题培训会、点对点业务指导等方式，
对全区专兼职信访干部进行分批、分
片、分重点开展业务培训，努力打造一
支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廉洁高效、服
务于民的信访干部队伍。

9 月 27 日晚，市民刘聪正
和朋友在成都春熙路逛街，忽
然发现银石广场的大屏正播出
一部片子。她驻足观看，片子
不长，60秒，但内容精彩，深深
地吸引了她和朋友们：“啊，纪
检人是这样的平凡人啊……”
原来，这是国庆前夕，四川省纪
委机关推出的形象宣传片《我
们永远在路上》。

这部分为 45 秒、65 秒、90
秒三个版本的宣传片，是全国
省级纪检监察机关制作的第一
部形象宣传片，展示了四川纪
检监察系统“忠诚、干净、担当”
的形象，受到各大媒体平台强
势关注，并持续密集播放，引发
网友盛赞，社会反响强烈。

成都五城区出租车整治首月
查处353起违规案件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10月
11日，记者从成都市交委执法总队获
悉，从9月11日起，成都市开展五城
区出租车整治以来，执法总队加大打
击处罚力度，截至目前共查处出租车
违规案353件，主要包括专用设施设
备不齐、不文明行车、车内吸烟等。同
时，成都市交委执法总队对28名司机
进行集中曝光。

华西曝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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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传片的形式，展示自
身形象，虽然是四川省纪委的第
一次；但向媒体、向社会展示自
身形象，这不是第一次。

早在2014年，四川省纪委
机关，就敞开大门，让媒体记者
走进去，全方位采访、记录这个

“神秘机关”的一切，从内部构
架、运行流程，到每个室具体的
人物故事。当年的1月24日，
华西都市报以6个整版的规模，
《走进省纪委——探访4万纪检
监察铁军的“司令部”》，全方位
展示了这次采访；四川省纪委机
关，也借此毫无保留地，让全社
会看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主流
媒体记者，贴身采访省委正风
肃纪督查组，四川省纪委是第
一个；邀请主流媒体记者，直接
进入省委正风肃纪督查组，成
为督查组的正式成员，四川省
纪委是第一个；联手省委宣传
部，公开发文支持、鼓励舆论监
督，四川省纪委依然是第一个。

这么多的“第一”，说明什么？
说明四川省纪委开放，而

且是非常开放。这种开放，来
自于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拳正
风反腐成压倒性态势。在省委
的坚强领导下，全省的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并且亮点多多：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正风
肃纪纠正“四风”，严明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把纪律挺在前
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解决基层“微腐败”，推进问责
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发挥巡视
巡察作用，加大纪律审查力度，
开展警示教育，脱贫攻坚监督，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纪检干部队
伍，等等，四川都有亮点。

四川省纪委已经有了很多
“第一”，但社会希望不仅仅有
这样的“第一”，正如网友留言：
这样的精彩，“希望再来第二
季、第三季。”

开放源于自信
立 即 评

□曹笑

宣传片在各大媒体平台
热播，引起了纪检监察干部和
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天全县
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杨洪媛
说：“宣传片中，我看到了我们
年轻纪检人的激情与拼劲，也
看到了纪检老兵的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纪检工作的日日
夜夜，让我更加明白是‘忠诚、
干净、担当’的信仰支撑着我
们在这条光荣的道路上无畏
地前行。”

德阳市民刘鲲说：“镜头
呈现出的纪检人办案时的奔
波，谈话时的沉稳，都说明平
时默默无闻的纪检干部却是
勇猛精进、砥砺前行的标杆，
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纪检监察
干部的认识。”达州市一名纪

检干部家属说：“以前，我老
是埋怨我家那位，他每天早
出晚归，常常把工作带到家
里，一天还神神秘秘的，看到
这部片子，才感受到纪检干
部的艰辛和不易，现在我更
理解他了！”

网友也纷纷在互动平台
留言点赞：“拍得不错，希望再
来第二季、第三季”“必须赞，
向四川学习”“反腐败，严纪
律，勤洗脸，照镜子，是我们老
百姓喜欢的样子”“社会正需
要这样神秘又平凡的纪检人，
希望可以一直在路上！”

舆论认为，纪检机关推送
形象宣传片这种形式非常值
得肯定，民众能切身感受到这
几年身边的深刻变化，纪检工
作抛开神秘面纱，与群众的心
贴得更近了，这种变化来源于
自信，来源于一心为民。为这
群可爱而忠诚的纪检干部自
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笑

四川发布纪检监察机关形象宣传片

网友盛赞：是老百姓喜欢的样子

展现纪检监察干部
担当奉献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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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宣传

为这群可爱而忠诚的
纪检干部自豪

纪检人在脱贫攻坚监督检查路上奔波。（《我们永远在路上》截图）

以“南方丝绸之路”为主题创作的大型音乐剧《丝路恋歌》。

社会
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