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8日，应专家、学者的建
议，“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评
选活动组委会决定，增设一个子
榜单，评选“四川十大孝廉文化
地标”。

弘扬传统美德
四川孝廉文化突出

增设“四川十大孝廉文化地
标”子榜单，专家、学者的理由十
分充足：“十九大报告里，明确提
出：‘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
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评选‘四川十大
孝廉文化地标’，非常契合十九
大精神，也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
设工程的重要内容。”

专家、学者们认为，孝廉，一
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看
一个人的人品，最基本的，就是
看其是否孝敬老人；评价一个官
员是否是好官，就看他是否廉
洁、清廉。为人立身以孝为本，
任官从政以廉为方。”

四川境内的孝廉文化地标，
也非常丰富和突出。“每个市几
乎都有各种各样的家族祠堂、名
人故居、博物馆，尤其是十八大
以后，反腐力度空前加大，各市

州纪委监委、很多县（市、区）纪
委监委，都利用各自优势和特
点，修建或打造了警示教育基
地、廉洁文化中心等，这其实也
是新时代的孝廉文化地标。”

纯阳观：
行忠、行孝、崇廉尚廉

有学者推荐了新津县的纯
阳观。新津纯阳观，“古今天
下第一忠孝儒林”，距成都仅
38公里，占地120亩，建于光绪
年间，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其间有二十四忠臣、二十
四孝子等。

2月28日，成都市新津县纪
委常委文爱丽说，新津县的纯阳
观，有全国都很出名的大忠亭和
至孝亭。“新津县纪委深入挖掘
本地资源，打造融合传统忠孝文
化、抗战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忠孝文化教育基地’，
厚植廉文化土壤。”

文爱丽还透露，新津县纪委
“做细文化展示，营造崇廉尚廉
氛围”。据悉，新津县纪委利用
纯阳观在当地群众心中的特殊
地位，在不影响和破坏纯阳观格
局的前提下，建起了“忠孝文化
教育基地”，并将基地分为一厅

（忠孝文化展示厅）、一区（文物
区）、多片（抗日战争纪念馆、忠
孝大道、忠孝戏曲广场）、一廊
（忠孝文化长廊）四大部分，“通
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场景再
现、影视展示、互动游戏等多元
化手法，集中展现忠孝文化从古
至今、从新津到中国的传承与发
扬，寓忠孝于景观、寓忠孝于故
事，给参观者以多感官参与、全
方位的忠孝文化体验，营造出浓
厚的‘行忠、行孝、崇廉尚廉’的
浓厚氛围。”

文爱丽介绍，为了“做实文
化体验，传递崇廉尚实能量”，新
津县纪委依托这个“忠孝文化教
育基地”，在春节、元宵节、中秋
节等传统节日，都要开展灯谜竞
猜、孝廉演出、孝廉书画展览等
活动，在民俗文化体验中实现孝
廉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新津
县纪委还充分利用新津县“灯谜
之乡”的文化资源优势，举办孝
廉灯谜竞猜活动，灯谜的谜面谜
底均围绕反腐倡廉主题设置，寓
廉于谜、寓教于乐；举办孝廉书
画展，以丹青书廉洁、借翰墨扬
清风，同时，现场书写《正气》《君
子之风》等书法作品赠送市民，
进一步传递崇廉尚实正能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1 下载封面新闻客户端，在首页点击“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评选”活动投票

文化地标，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历史标记。古往今来，四川
文化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能够代表其形象和气质的文化
地标星罗棋布、交相辉映。为“唤起城市记忆，传承历史文
脉”，提升城市精神的感召力和凝聚力，1月19日，由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主办的“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大型系列活动
正式启动，一个多月以来，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专家，以及热
心读者，已经为组委会推荐了近600个他们心中的天府文化地
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寻找天府十大文
化地标”正是增强四川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升四川文化软实
力，提高四川历史文化、现当代文化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感
召力和辐射力的重要之举。

何谓天府文化地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理解
千差万别。我们推出的“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评选活动，
囊括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孝廉文化、产业文化等多个维度。
显而易见的是，首批由25万多人关注、推选出来的接近600个
省内地标，都是能牵动天府文化脉络的重要地标，都已深深印
在四川老百姓的心中。

从3月1日零时起，“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网络投票通
道正式开通，封面新闻是唯一的官方投票通道，并将对各个渠
道征集到的各市州、区县“文化地标”参选项目，集中公布，接
受社会网络投票，进行大众评选。投票时间截止到4月15日。

快来为你看好的“文化地标”打call！

寻找天府文化地标再增子榜单
评选“四川十大孝廉文化地标”
新津纯阳观率先获提名

推荐“四川十大
孝廉文化地标”

注意事项
从现在起，请您推选心目中

的“四川十大孝廉文化地标”候
选对象。

推选范围：
四川省范围内所有与文化

相关的、在城市（区域）内具有孝
廉文化代表性的建筑物、景点、
书店、剧院、街区、园区等标志性
地点或区域。

推选条件：
参选文化地标必须拥有三

个属性：深刻的文化内涵、广泛
的影响与认可、丰富的时代记
录。

推选资料：
参选的文化地标需提供文

字介绍（200字之内，含3个属性
阐述）、照片（1张，像素清晰）。

“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大型系列活动，不仅引发川内
各界的强烈关注，也在国内文
化领域引起不小的震动。著名
文学评论家、作家、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多次入川，对四川
文化深有了解、热爱。近日李
敬泽在成都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谈到
了他心目中的天府文化地标，
他重点提到了纪念诗圣杜甫的
杜甫草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敬泽
就曾到过杜甫草堂，草堂、成都，
都给他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
象。“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只有在
成都的短短几年，才过上了稍微
舒适的日子，写出那些让我们印
象极为深刻的诗篇。读者时至
今日依然能从《春夜喜雨》中，感
受到他在这个城市平和的生活
状态。在闲适的生活下，杜甫才
会关注到春雨，这首诗也最能表
现他在成都的幸福日子。30多
年前，我来成都的时候，街道上
人不拥挤，空气里散发清简气
息，很舒服。”

李敬泽喜读经典，杜甫的诗
是他经常重温的，“四川是盆地，
但我们不会忘记成都从古至今
涌现了一座又一座文学高峰，比
如杜甫，这里有千年文学历史的
杜甫草堂。杜甫，这位伟大，甚

至我认为是最伟大的诗人，生当
乱世，在大地上颠沛流离，茫茫
大地，久久找不到一个地方安
居。他来到成都，有一块地，可
以让他盖起房子，生活、感受。
在此期间，完成伟大的诗篇。杜
甫证明了，大地不再只是自然意
义上的风景，诗人也不仅仅行走
在风景中，而是走在大地上，走
在黎民苍生之间，并与之紧密相
连，为老百姓呼喊。正因如此，
杜甫才成为诗圣杜甫，才成为复
杂、有力、准确的文学表达。而
成都杜甫草堂的存在，让我们有
机会更直观地重温诗圣，重温行
走在大地的杜甫，感受他民胞物
与的胸怀。”

李敬泽还提到，不仅在唐
代，甚至近代直到抗战时期，当
整个中国都摆不下一张书桌
时，四川依然可以提供一片安
静的天地，“不光是四川本地，
对于中国所有的文人，我认为，
四川都可算是精神上的家乡。
成都作为伟大的美好的城市，
它了不起在于，从唐代开始就
是一个适合艺术家、诗人生存
的地方，当然也是一个适合做
大事的人生存的地方。不管世
道如何，四川都是安顿身心的
地方。这是一个城市最宝贵的
素质和基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3月1日零点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快来参与投票
选出你心中的“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荷

正如省人大代表、四川省
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所言，
文化地标要有“五性”和“五
名”，“五性”即“显著性、利民
性、独特性、记忆性、地域性”，

“五名”即“名人、名物、名事、名
文、名气”。此次评选，华西都
市报、封面传媒采用多维度的
评选方式，力求客观全面地评
选和反映出有代表性的天府文
化。

四川历史悠久、文化璀璨，
雄奇秀美的自然景观、独特的
巴蜀文化和绚丽的民族风情有
机结合、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大
批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地标。
此次评选，共有200余个地标
入选历史文化地标入围候选榜
单，为四大榜单中的数量之最，
其中，包括20余家博物馆，20
余个古镇以及十数家纪念馆
等。除成都市外，泸州、南充、
广元、宜宾等各州县均有文化
地标上榜，读者可以在榜单上
看到青城山、红星路二段70号、
华西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等熟悉的文化地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廉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此，巴蜀家风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四川省社科院青年学者
苏东来博士认为，“天府文化地
标”内涵丰富，“孝廉文化地标”

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四川有很
多承载着孝廉文化内涵的建
筑、实物，如祠堂、故居，在孝廉
文化地标入围候选榜单上，新
都杨升庵祠、蓬溪张鹏翮故居、
资阳丹山黄氏宗祠、青白江温
氏余庆祠、德阳孝泉镇德孝城、
射洪瞿河乡杨氏宗祠等均赫然
在列。

“工业是强国之本，文化是
民族之魂，要成为工业文化地
标，首先得历史长，有影响力，
有特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
副院长盛毅力推产业文化地
标。在产业文化地标入围候选
榜单上，既有涵盖千年的技术产
业，也有现代高科技园区，具体
包括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嘉
阳小火车、成都东客站、攀枝花
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等。

四川的红色文化地标独具
特色，既有许多红军长征遗址，
又有川东将帅故居与川陕革命
根据地的遗址。红色文化地标
的评选能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
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不平凡历
程，缅怀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
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崇高精
神。为缅怀革命先烈而设立的
黄继光纪念馆、江姐故居、巴中
刘伯坚烈士纪念碑、西充张澜
纪念馆等红色文化地标都入围
了红色文化候选榜单。

青白江区赵抃清白文化教
育基地、陈子昂读书台、安岳石
刻……1月19日，由华西都市报、
封面传媒主办的“寻找天府十大
文化地标”活动正式启动以来，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热心读
者的推荐纷至涌来，在一个多月
的时间内共收到接近600个推荐
地标，在天府大地上掀起了一股
举荐热潮。

“青城山、乐山大佛、阆中古
城等地为天府文化地标”，著名
川剧表演艺术家王玉梅倾情推
荐；“成都博物馆既是一座城市
的文化地标，更是市民的精神家
庙。”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曾
大方自荐道；而在建筑师付安平
心目中的天府文化地标则是建
川博物馆聚落和洛带客家文化
聚落……

此次评选活动牢牢把握“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
通过线上线下的立体宣传，深入
挖掘四川历史名人、现当代名人
文化资源及其历史价值、当代价
值，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思
维和眼光转化创新，力求打造一
批在全国叫得响的巴蜀文化地
标品牌，深入挖掘巴蜀优秀地域
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助力文化强
省建设。

据统计，截至2月28日18：
00，主办方共收到500余条有效

推荐地标。剔除重复信息，核查
内容真实性，并经过专家、学者
初次筛查后，首批有493个候选
天府文化地标进入榜单。在最
终评选之前，榜单会根据后续的
推荐实时增添新入候选地标，主
办方将每日进行榜单更新和公
示。

如果说文化是一种无形的
东西，而文化地标就是承载其精
神内涵最好的载体。除了积极
推荐，众多文化名人、专家学者、
热心读者都高度评价此次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主办的“寻找
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大型系列活
动。

在作家蒋蓝看来，此次评选
是成都主流媒体独辟蹊径，开通
的一条新的文化探索通道——
通过展现或发掘、利用考古资
料、文史档案等，将进一步彰显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四川在
弘扬时代精神、传承历史文化方
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个活动，
对提升民众尊重传统文化，热爱
家乡建设家乡，具有非常积极的
现实意义。辞赋家何开四更是
不吝赞美之辞，“华西都市报向来
是以创造、创新作为报纸引领的
方向。不断提出新理念、新观念，
新思想，对整个社会起到引领作
用。这次策划的活动非常好，对
构建成都新文化有激励作用。”

“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李敬泽首推杜甫草堂
“重温诗圣民胞物与的胸怀”

一个多月收到近600个推荐地标

掀推荐热潮

历史、红色、孝廉、产业四大榜单候选

多维度评选

投票
方式

在上线的四个子榜单（包括“四川十大孝廉文化地标”、
“四川十大产业文化地标”、“四川十大红色文化地标”、
“四川十大历史文化地标”）中，每个用户各榜单每天限
投10票。每日投票数量位居前20的各子榜的文化地标，
自动进入当日主榜单“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2

3 投票截止时间：2018年4月15日。

4 禁止刷票等行为，后台发现后立即取消资格。

最终将根据专家初评意见和大众评选得分，从文化内
涵、地理标志、艺术审美、现存状态、社会影响五个维度
进行综合考量，综合确定“十大文化地标”。

5

纯阳观大门。

新津党员干部参观纯阳观内的“忠孝文化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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