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唐芸 记者 罗轩）
近日，在达州市达川区赵固镇兴隆村
农家院子里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这
是该镇帮扶责任单位达川区畜牧局
正在举行坝坝会，邀请全村党员干部
群众一起拉家常、话发展。

而这只是达川区广泛开展“民
情户户通”活动的一个缩影。通过
此类活动，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
系，拉近了帮扶单位与贫困村、帮扶
责任人与贫困户以及非贫困户的距
离，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

评。
据了解，达川区通过坝坝会等

形式，集中宣讲党和国家的扶贫帮
扶政策，通报近期帮扶工作情况。
同时，以达州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市区乡村四级巡展为契
机，将图片展板延伸到村一级，深入
院坝、场镇，提高群众对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知晓度。坚持“当面听意见、
当面反馈、及时整改”的原则，听取
群众反映的问题，收集对脱贫攻坚
工作中的意见和建议，对群众的疑

惑及时进行解答。
另外，达川区还将坝坝会延伸为

经验交流会，各帮扶责任干部深入了
解被帮扶人的种养殖致富、产业发
展、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等情况，贫困
户与非贫困户也一起讨论如何脱贫
的好方法。

达川区畜牧局有关负责人说：
“通过坝坝会，不仅宣传我们的帮扶
措施和政策，还要收集老百姓的建
议，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以务实的作
风，切实带领群众脱贫奔康。”

本次招商，意向投资者可与我司协商后采用不限于债权转让、抵押
物收购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拟处置资产基本信息：

（一）债务人名称：上海浦强物资有限公司、宝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等。

（二）不良债权金额：债权共6笔，涉及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6,784.84万
元及相应利息。（截止2018年2月28日）。

（三）抵押物坐落于成都市郫都区学园路148号“怡景城市花苑”，其
中住宅104套共计8992平米，商业用房40套共计4215平米，地下车位
1223个。

住宅户型：三室两厅一厨两卫，跃层式，建筑面积85㎡或88㎡，同时
赠送部分面积，实际使用面积超过100㎡。

（四）本系列6笔债权均已经判决确权，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同时，
除债权抵押资产外，本系列债权另行查封了成都市青白江区土地、武侯
区土地，上述查封财产均有本系列债权清偿空间。

欢迎广大投资者按照以下联系方式与我司进行洽商。
联系方式：任先生 15221818657，方先生 18116386346。

资产处置招商公告达州达川区开展“民情户户通”拉近干群距离

岳池县唱响
廉政教育“交响乐”

“这堂‘以案说纪’课给我敲响
了警钟，我一定为自己架设带电‘高
压线’。”日前，广安市岳池县交通运
输局在“周末讲堂”中开展廉政教
育，干部杨凤受益匪浅。今年以来，
岳池县纪委监委常态化组织开展廉
政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营造崇廉
尚实的浓厚氛围和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

该县纪委监委统筹推进“阳光工
程”建设，持续开展县乡村“三级问
政”，配合市纪委、市电视台录制“阳光
问廉”全媒体直播2期，组织开展街头
问政268场次，村头（社区）问政2321
场次。依托岳池县廉政教育基地阳光
馆，组织9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廉政
教育洗礼。深入全县43个乡镇进行
巡回汇演，把《清风徐徐吹》、《调解换
得合家欢》、《铁肩》、《燃烧的生命》等
廉洁文艺作品送到基层，让广大干部
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点名道姓
曝光违纪违规典型案例34起52人，
先后组织168名乡科级及以上党员领
导干部到党建红塔馆、抗美援朝纪念
碑、川东监狱等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
育。选取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例，深
入开展“以案说纪”活动50余次，用
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

吴焱梁宁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汪仁洪

谭志强很瘦，已64岁的他头发花
白。55岁那年，他完成人生的第一个马
拉松，就此爱上长跑。

谭志强在香港长大，年少的他在一
次次义工经历中，感受着帮助他人的美
好，并将此作为理想。从大学社工专业
毕业后，谭志强以专业社工的身份在香
港社会福利署工作了37年。

“那是一份真正让我实现理想的
工作。”谭志强一直很庆幸，香港社会
福利署本就致力于为社会上有需要
的人提供切实的福利服务，过去半个
多世纪，香港的福利服务从早期专注
于济急扶危，发展成多元化的专业服
务。

在那里，谭志强先后从事过有关青

少年、家庭服务、精神病康复服务和预
防家暴等工作，并担任过医院社工，他
见证着香港人如何将市井之间的互助
文化，转变为志愿服务，并渗透到城市
的每个角落。

事实上，因为义工经历在心中播下
助人为善的种子，最终成为专业社工，
这几乎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不少年轻
人的共同选择。

香港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总主
任黎永开在志愿服务一线工作了近40
年，大半生的坚持，源于中学阶段他从义
工那里得到的帮助。后来，成绩优异的他
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放弃大热的金融专
业，同样选择了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
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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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26万港币善款助人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袁
婧 熊筱伟 摄影 肖雨杨）11月8日晚，
香港油麻地戏院热闹非凡，由省人民政
府新闻办主办，成都市川剧研究院、香
港八和会馆承办的“香江蜀韵 梨园同
辉”——港蓉戏曲汇演在此上演。川
剧、粤剧一次听个够，让现场的香港戏
迷直呼过瘾。

迈着有力的步伐，一身关公扮相的
香港八和会馆理事罗家英走上舞台。
只见他红脸长须，蚕眉凤目，一开口就
把观众带入了《关公月下释貂蝉》的故
事情境中。

舞台上，一枚圆月高挂云间，微风
吹动柳树。粤剧最受欢迎的花旦之一
——南凤，扮演剧中的貂蝉。只见她缓
缓上前，句句唱出“貂蝉”复杂心境。

《关公月下释貂蝉》讲述了曹操欲
笼络关公，密令貂蝉夜访关羽，施美人
计招降的故事。唱到精彩处，现场阵阵
掌声。紧随其后，香港八和会馆还演出

了《斩二王》。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国家
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玉
梅、王超也带来了川剧经典折子戏《秋
江》和《逼侄赴科》。

川剧、粤剧同台演出并非首次。今
年7月在成都锦江剧场，香港八和会馆
就曾和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同台演出经
典粤剧和川剧，川声粤音交织，给四川
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近年来，我们与成都市川剧研究
院多次交流合作演出。”香港八和会馆
主席汪明荃表示，他相信四川和香港今
后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会更加频密，
也希望双方未来会收获更多的成果。

新闻多一点

八和会馆
清朝光绪十八年（1889年），八和

会馆在广州黄沙旧地海旁街落成，是由
邝新华、独脚英、林之等粤剧艺人所建

立粤剧同仁的行会组织。
八和会馆共分八堂，作为粤剧艺人

住宿之用，意为八方和合，同结一心，不
同的行当被安排居住不同的分堂。会
馆加强了戏行中人的团结，保障戏班营
业正常开展。八和会馆先后有薛觉先、
马师曾、桂名扬、任剑辉、白雪仙、罗品
超、陈笑风、林小群等加入该馆，后称为

“八和子弟”。
随著粤剧不断向各地发展，八和会

馆也成立了不少分会，现存的分会遍布
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八和会馆
前身是“八和公寓”，经多次改组，分别
为“八和剧员总公会”、“八和粤剧协进
会”、“广东八和粤剧职业工会”。1953
年，重新注册成立“香港八和会馆”，统
理全港粤剧整体事务。

四十年来，该会为推动粤剧在国际
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现任主席为汪
明荃博士。香港八和会馆主席汪明荃致辞。

川剧粤剧一次听个够香港戏迷直呼过瘾

深度关注民生问题
青羊区第三期

“阳光问廉”再出击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

11月8日，成都市青羊区举行第三
期《清风扬正气·监督问责进行时》阳
光问责问廉活动，聚焦“治慵政、惩懒
政、肃怠政”，现场曝光了两个热点社会
民生问题。青羊区相关街道和部门主
要负责人悉数到场，与由特邀监察员、
专家学者、媒体观察员组成的质询团队
一起，面对面剖析问题的症结，找准责
任监管痛点，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在青羊区汪家拐街道上池正街，
一家拉面馆在居民楼二楼搭建临时
厨房，泔水桶放在公共楼道旁，不仅
影响小区环境，且有卫生隐患。小
区居民反映，该问题存在长达十年
之久。在东坡街道贝森路社区，一
条市政道路长期是断头路，并被改建
成了菜园。

“断头路能不能通？困扰小区居
民的卫生问题何时能解决？民以食为
天，这里的食品安全隐患能否根除？
请正面回答问题。”质询团队一针见
血，直指痛点。现场氛围严肃紧张，步
步紧逼的追问，让不少责任单位负责
人“红脸流汗”。

据悉，青羊区今年第一期“清风扬
正气·监督问责进行时”阳光问责问廉
活动于6月举行，第二期由成都市纪
委举办的电视监督问责直播节目《成
都面对面·监督问责第一线聚焦青羊》
在8月举行。这两次活动曝光的路灯
长期不亮、垃圾臭味、外立墙漏水整治
问题等已得到有效解决。

送技能+送岗位
双流区妇联

助力112名妇女就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如

果不是经由社区的培训，47岁的周
永芳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进入母
婴行业，还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近日，“2018年巾帼扶贫培训
结业典礼”在成都双流区西航港街
道妇女儿童之家举行，家住机场路
社区的周永芳不仅获得了优秀学员
的荣誉证书，还现场与一家母婴护理
公司签订就业协议，正式成为一名育
婴师。

“听到巾帼扶贫培训的消息，就报
名参加了。”柳河小区居民徐尔秀告诉
记者，这次培训免费，而且母婴护理前
景非常好，希望通过培训找到一份合
适的工作。

据了解，此次培训主要围绕家政、
育婴师（含母婴护理）等技能开展培
训，为期12天。参加培训的妇女除了
考取相关资格证外，还可通过公司各
类招聘平台推荐就业。

据统计，6期培训班共培训妇女
273人，其中137人取得职业技能鉴
定证书，有112人签订就业协议，被推
荐到锦欣医院、爱弥儿月子会所以及
个体家庭中就业。”

今年，双流区妇联巾帼扶贫培训
项目先后在黄水镇、永安镇等6个镇
（街道）分别举办了6期育婴师、家政
等专业技能的培训班，为闲置在家的
贫困家庭妇女开展技能培训，助力实
现就业脱贫。下一步，该区妇联将积
极探索培训联动工作平台的搭建，整
合培训资源、丰富培训内容，为妇女提
供更多培训课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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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台湾环岛跑。”
2014年年底的一天，
谭太Pauline第一次

听到先生谭志强念叨时，有点没
反应过来，接着的第一反应就是
反对，“都61岁了，连续一个多月
要每天跑20多公里，还在人生地
不熟的台湾，出了事怎么办？”

谭太希望这是丈夫的一时
兴起，但谭志强已经开始搜集资
料、了解台湾的地理环境、交通
住宿、物色慈善机构等。在接下
来一年的时间里，他从零开始，
一点一滴靠近目标。

对谭志强而言，这场漫长的
奔跑，并非一个长跑爱好者的一
时兴起，这是作为义工的他所能
想到帮助癌症患者的最好方
式。于是，在2015年，他用40
天的时间完成台湾环岛跑，全程
近1000公里的跋涉，为癌症患
者募集到善款26万港币。

“一直想不到筹款办法，最
后想到跑马拉松的方式筹款，希
望能筹到更多的钱。”谈起这场
跋涉，谭志强仿若昨日。10月
30日下午，他穿着简单的短袖，
在香港马鞍山长者地区中心为
老人们上课，这也是过去一年
里，他每周必做的事情之一。

除此之外，这位闲不住的义
工，眼下正在筹备11月的环港
跑，这种由两岸四地的志愿者参
与，以环港跑的形式为癌症患者
筹款的活动，今年已是第二次举
办。去年，120多人、总共7天
的长跑，募集到30万港币的善
款，而参与的人中，超过一半都
是癌症病人。

“我很佩服阿谭坚毅的精神
和钢铁般的意志。”香港社会福
利署署长叶文娟感叹，除了成功
协助癌症病人筹款，更可贵的是
在社会中传递正能量，鼓励不同
年龄和阶层的人士，在日常生活
中关心和帮助身边的人，“这份
关爱互助的精神，正是推动社会
进步的原动力。”

志愿服务
情暖四川

V O L U N T E E R I N G

在环岛跑过程中，越来越多的
人参与其中，善意在相互感染。其
中，谭志强的好友Albert在40天
里驾车全程支援，为了省钱，两人
一路住在廉价民宿；经过被称为

“死亡公路”的苏花公路时，面对蜿
蜒曲折、临崖逼岸的路线，台湾当
地人Peter和苏菲全程陪伴；他们
让这一路的奔跑不再孤单。

谭志强记得，得知是慈善跑，民
宿的老板娘免费将他们的房间换成
最舒服的一间，还有送来雨衣的陌
生人、提供热豆花的小店老板。

在台湾全年最冷的一天，接近
零摄氏度的低温中，谭志强从彰化
市南瑶宫香客大楼跑到台中，因为
路线复杂，当地人王家鑫选择陪
跑。“他不常跑步，这么冷的天气，
真的很辛苦，在上桥时，他喘着气
去捡被风吹落的帽子。看着他的
背影，那一刻我真的很感触，不知
道怎么感谢他。”

结束这次环台跑后，回到香港
的谭志强休息了接近3个月，就像
是目标完成后，身体透支将人击
倒。从那之后，他更加注意锻炼身
体，并珍惜自己的双腿，“感觉跑马
拉松是跑一次少一次，所以现在很
少去参加了，我珍惜每一次份额，
想全留给慈善跑。”

2017年底，慈善环港跑在香
港举行，120多人、总共7天的长
跑，募集到30万港币善款，而参与
的人中，超过一半都是癌症病人。

今年的慈善环港跑将在11月
18日-24日举行，谭志强打理着
大小事务，劳累也充实。他很开
心，越来越多的癌症病人加入其
中，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群体，也
让有着切身体会的人，从病痛中站
起来，并去感染更多人。

“生命不止，就要一直奔跑下
去。”站在海岸边，谭志强意志坚
定，他期待着能在内地城市举办慈
善跑，“会有那么一天的，一切都有
可能。”

2014年11月，谭志强从香港社会
福利署退休，这位工作了37年的专业
社工，面对时间充裕的退休时代，想帮
助他人，回馈社会。

“助人为快乐之本”。从社工变回
义工，谭志强认为这二者的本质是相通
的，另一方面，他觉得拥有了更多选择
和自主性。

有感于曾经在医院肿瘤科做医务社
工的经历，谭志强想帮助那些癌症患者。
他见过被庞大的开支压垮的家庭，更见过
头一天还和他说笑的患者，第二天就病情
加重，再也没醒过来，“对于癌症患者和家
人，从心灵到经济都需要支持。”

在确定受惠机构时，谭志强有着自

己的考量，他最终确定为“张谢宝英乳癌
资助计划”慈善基金会筹款。

就这样，跑步、环台及公益，三个元
素的结合，有了谭太眼中“最疯狂的事”。

全程40天。2015年2月23日，谭
志强从台北出发，沿东岸经宜兰、花莲、
台东、屏东、高雄、台南等12个城市，最
终跑回台北。在经历了孤单、病倒、危险
和困难后，他最终完成930公里的路程，
为香港防癌会“张谢宝英乳癌资助计划”
慈善基金筹得超过27万港币的善款。

因为这场奔跑，有人将谭志强称为
香港“阿甘”，和那部经典电影的男主角
一样，有着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对人生
最澄澈的态度。

从义工到专业社工见证福利服务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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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做义工筹款 61岁奔跑近1000公里

更多癌症患者加入
期待在内地举办慈善跑

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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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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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港蓉戏曲汇演

谭志强（左三）在环台湾岛慈善跑中。

奔跑中的谭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