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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文艺“土戏”
激发脱贫热情

“近几年，新场镇挑选出一批善于
运用群众语言、与普通群众面对面交
流的村民及“永久牌”民间艺人为骨
干，组成了几支民间文艺小分队。”新
场镇党委书记陈茂林介绍。文艺小分
队将身边的脱贫励志故事，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用身边事教
育身边群众，以文化人，春风化雨。

巴州沟村民余定泗，6岁那年因意
外受伤导致左脚残疾，下地劳动困
难。成家后，妻子患有智力残疾，日子
过得比较艰难。几年前在看到脱贫演
出后，余定泗暗下决心，不能自暴自
弃，也要成为脱贫致富带头人。

2015年，余定泗申请到扶贫小额
贷款和产业周转资金10万元，还获得
残联帮扶资金2万元，发展养猪产业。
余定泗早起晚睡，拄着拐杖来往于通
往猪圈的坡道上。

“每天不到5点就要起床煮猪食，
随时都想去看它们，一听到猪叫我就
着急，上坡下坡想走快点就经常摔跤，
木头拐杖拄断了七八根。”余定泗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余定泗终于叩开
了成功之门。当年，他出栏肥猪120头，
收入约20万元，一举成为该村脱贫致富
的榜样，引来无数脱贫致富“粉丝”。

一项示范户评选
种上“精神庄稼”

走进民胜镇黎明村，村民家门口
悬挂的“共产党员示范户”“遵规守纪
示范户”“环境卫生示范户”等身份牌
很是醒目。“不做点儿啥事，脸上挂不
住。”黎明村支部书记吴利琼说。

近年来，黎明村在帮扶单位的帮
扶下，村两委补发展短板，谋民生之
利，创造性开展了“卧室、厨房、厕所”
三项革命，硬化道路5公里，危旧房改
造27户，易地扶贫搬迁10户28人，争
取6万元项目资金，新建了农村电商平
台、文化院坝、文化活动室，小乡村有
了新气象。

“年初，党员干部要向群众公开承
诺，承诺内容要进行公示。年末，组织
召开群众大会，对年初承诺内容进行

‘述职’，让群众现场点评。”吴利琼说，
同时，依托“农民夜校”等载体，加强党
员干部和群众教育，党员干部带头“动”
起来，群众振兴乡村的热情也就高涨
了。

如今，通江县525个行政村都设有
公示栏，每年都要举行示范户评选活
动，把示范户事迹写在村级文化阵地
上、记在老百姓心中。

通江县文明办负责人表示，培育良
好乡风就好比种“精神庄稼”之树，党员
群众把一点一滴小事做好，示范户让其
生根发芽，引导浇水施肥，小树苗才能
茁壮成长，结出满满正能量果实。

一个田园村
展示文明新风尚

距离通江县城8公里的诺江镇新
华村，拥有田园诗画一般的自然风光，
但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
民生活垃圾随意丢弃，房屋破旧不堪，
被人们形容为与世隔绝一般的“空壳
贫困村”。

穷则思变。“新华村毗邻通江县
城，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人心齐，
不愁发展不起来。”诺江镇党委书记王
心泉表示。

新华村以绿色发展为底色，依托
地形大力发展以果园、花园和药园为
支柱的产业，建立现代农业体验馆，修
建医养康养基地、修复山水田园景观、
配置儿童游乐设施等，大大提升村貌

“颜值”。乡村休闲旅游成为村民脱贫
致富的支柱产业。

“今年在这里举行了首届农民丰
收节活动，村民的获得感大大提升。”
王心泉说，在新华村还能欣赏民间剪
纸、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陶冶情
操，又放松身心。

既要环境美，更要民风淳。刘显
富是新华村的村民，也是倡导乡风文
明的践行者。

“现在倡导移风易俗，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就拿白事来说，事主花费

1000 元就行，比以前节约了好几千
元。”刘显富说，新华村以乡风文明培
育活动为载体，以壁画、文化长廊等多
种形式展示，约定村规民约，推举产生
了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
会、红白理事会，完善健全农村“一约

四会”刚性规矩，遏制陈规陋习，让文
明之风时时得到践行。

如今的新华村，一座座干净整洁
的农家小院，一幕幕绿意盎然的山水
图景，处处荡漾着文明新风。
程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颖

通江：精神扶贫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日前，由巴中市通江县委宣传部、县文广新局主办，以
“凝心聚力 决战贫困”为主题的2019年“送文化下乡”
暨“四讲四赛”文化惠民活动在多个乡镇举行。

据了解，通江县通过开展“四讲四赛”“四学四比”活
动，助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走出了一条精神扶贫的新路。

日前，记者从巴中市通江县市场监管
部门获悉，2019年1月1日，该县将《食品
经营许可证》办理权限下放到16个片区的
市场监管所，由片区市场监管所统一受理。

通江县是革命老区、秦巴山区、边远山
区，是脱贫攻坚主战场。2015年，通江县启
动机构改革，将原食药监局、质监局和工商
行政管理局进行整合，组建通江县市场监管
局，同时向辖区派驻16个片区市场监管所，
从事日常市场监管工作，在49个乡镇设立
市场监管工作站，从事市场日常巡查工作。

“以前企业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一
定要到县城政务中心。”家住空山镇的李女
士表示，空山镇距离县城一百多公里，办事
极为不便。

为解决群众“办证难”，通江县优化政
务服务，由片区市场监管所负责办理《食品
经营许可证》。具体授权范围有：食品经营
许可开办、变更、延续、换证、补证、注销登
记的受理、审核、制证、颁证（含注销）。

“现在在家门口的监管所就可以办证
了，方便多了。”不少食品经营企业主表示。

“所里办证、所里核查、所里监管，基层
工作人员就能对辖区的食品经营单位有更
全面的了解，从而加强监管，更好地服务群
众。”通江县市场监督管负责人表示，放权
不仅是在落实有关行政审批的便民、高效
原则，也是在强化市场安全监管。

程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颖

通江下放
食品经营许可权限

云昙乡
蒲家坪村五
星级示范户
评选现场。

通江县诺江镇新华村新貌。

谢有顺
“特别想推荐”两本书

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中山大学
教授谢有顺，作为“2018名人堂·年度
图书”的专业评审之一，在对候选名单
进行认真评审的同时，还给封面新闻
记者发来他“特别想推荐”的两个作家
和他们的作品。

其中一位是陈继明和他的《七步
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1
月版），谢有顺点评说：“《七步镇》，曲
折，精细，思力奇特，写出了灵魂中那
些令人惊讶的真实，同时又具饱满的
肉身。前世与今生，记忆与遗忘，怀疑
与相信，爱与恨的遗存，皆被陈继明化
入日常的遇合和细节之中，是以小喻
大、以轻写重的写作典范。”

另一位是韩少功和他的《修改过
程》（花城出版社2018年12月版），谢
有顺点评说：“长篇小说《修改过程》，
以记忆回访青春，以现实重审人生。
一代人的梦想与悲情正在消逝，而在
韩少功看来，记述即修改，任何真实的
记忆不过是朝向现在的重新建构。这
部小说写出了时间对记忆的损耗，语
言对人的磨难，也是韩少功多年往返
个体与家国之间仍难释怀的一声长
叹。”

名人堂三大人文榜单10天投票超128万

专家评审团已投入工作
新年元旦后将陆续发榜

精彩的
文艺演出送
到村民家门
口。

岁末瑞雪飘洒，文学的世界
依然火热。2018名人堂“年度图
书”“年度作家”“年度诗人”三大
榜单的评选，采取专业评审+网络
投票的综合方式。从2018年在封
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报道过的图
书中精选整理出40本作为“年度
图书”候选书单，从作家中选出20
位作为“年度作家”候选名单，从
诗人中选出20名作为“年度诗人”
候选名单，在封面新闻APP和华
西都市报上进行发布，接受读者
线上投票评鉴。

三大榜单上线后，在出版界、
文学圈、诗人圈反响热烈，频频出
现刷屏效应。自12月 17日开始
投票以来，截至12月28日下午5
点，“年度图书”投票总票数是
95293，“年度诗人”投票的总票数
是923225，“年度作家”投票的总
票数是267147。三大榜单总票数
已超128万人次。投票时间将于
2018年12月31日截止。

为遵循文学特性，在参考网
络投票人气的同时，这些图书、作
家、诗人的候选名单，也交到专家
评审团手中，进行专业投票评审。
2019 年 1 月上旬，将陆续选出
2018名人堂“年度十大图书”（以
及“年度十大好书”提名）、“年度十
大作家”、“年度十大诗人”，并在封
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上公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2018 名人堂三
大人文榜单评选邀请
到的专业评审团，阵
容十分强大。其中，
“年度作家”专业评审
团主任由中国作协副
主席、作家、评论家李
敬泽和四川省作协主
席、作家、茅奖和鲁奖
获得者阿来共同担
任。成员有鲁迅文学
院常务副院长、作家、
评论家邱华栋，中山
大学教授、作家、评论
家谢有顺，中国社科
院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会会长、评论家白
烨。“年度诗人”专业
评审团由中国作协诗
歌委员会副主任、四
川省作协副主席、成
都市文联主席梁平担
任主任，评审团成员
包括中国作协创研部
研究员、诗人、诗评家
霍俊明，西南大学中
国新诗研究所教授、
博导、诗评家蒋登科，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教
授、评论家周航。“年
度图书”专业评审团
主任由邱华栋担任，
成员包括中山大学教
授、文学评论家谢有
顺和资深出版人、评
论家、重庆科技出版
社社长吴向阳。

吴向阳
点赞候选书单“有水平”

另一位“2018名人堂·年度图书”的专业
评审，资深出版人、诗人、重庆科技出版社社
长吴向阳，在拿到40本候选书单后说：“这个
候选书单，主要偏重于格外受到大家关注的
文学、社科类。在社科领域，这个书单确实很
能展现出2018年国内出版的整体水平。”

他也具体提到，书单中几本让他觉得非
常亮眼的存在，“比如李亚伟的《人间宋词》，
写得很特别。跟其他宋词解读多是注释本不
同，李亚伟用诗人的眼光、思想、文字来把他
心中的宋词说出来。李舫的《纸上乾坤》与历
史教材和草根说史的写法都不一样，她写得
很有文化，同时又带有更个人化的眼光。蒋
蓝的《踪迹史》将跨文体、超文本写作发挥得
淋漓尽致，他将很多知识、见识、思想揉到一
起，是非虚构写作的典范。茅奖作家迟子建
的《候鸟的勇敢》，写得很有意思。用小说故
事的形式，表达出她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
考。题材很有现实价值。”

此外，书单中的一些诗集，比如龚学敏的
《纸葵》，也得到吴向阳的青睐，“其实我个人
是不太喜欢读长诗的。但龚学敏这本长诗集
的价值在于，我认为，是一个四川诗人用诗歌
的形式对四川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进行表
达，这本身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2月28日，第五届“中国电视好演
员”表彰盛典在成都大学举行。盛典现
场群星荟萃，当天成都迎来入冬以来首
次飘雪，可红毯上却热力十足，近三十
位明星无惧寒冷，身穿单薄礼服与粉丝
热烈互动。

当天，刘劲、刘佩琦、杜旭东、陈逸
恒、许娣、宋春丽、赵玲琪、黄爱玲、刘奕
君、李宗翰、曹磊、万茜、左小青、钱洁、傅
淼、于晓光、徐正溪、唐曾、杨幂、杨旭文、
聂远、蔡宜达、潘粤明、吴谨言、雷恪生、
郑毓芝等齐聚蓉城，共同见证了2018

“中国电视好演员”各项荣誉的揭晓。
“中国电视好演员”推选表彰活动

是旨在推动我国电视表演艺术人才更
具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的优秀平台，
从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我
国电视艺术事业繁荣发展。表彰活动
坚持和贯穿“好人、好戏、好演员”的价
值标准，彰显崇德尚艺担重任，心系人
民抒情怀的思想导向，展现近年来中国
电视剧好演员的艺德情操和时代风采。

本届“中国电视好演员”推选设立
了“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和“最佳
网剧”演员，以及“最佳角色”和“‘评委
会’演员”。

最终，刘佩琦和宋春丽摘取含金量
最高的“红宝石”男女演员大奖，李宗
翰、杨幂、聂远、潘粤明等演员亦有斩
获。当天也是杨幂宣布离婚后首次参
加颁奖盛典，魏明伦为她颁发“绿宝石”
女演员奖。现场有不少粉丝为杨幂打
气助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帆 陈羽啸摄影报道

“中国电视好演员”
在成都颁奖

刘佩琦、杨幂等明星

“火力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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