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大乡土文化能人

“体彩公益金用在这儿”⑥

体彩公益金助力成都大运会“亿”点点

体彩公益金
支持大运会场馆提档升级

四川双流国家羽毛球训练
基地虽然不在龙泉“主战场”，
但作为国家级基地，它被列为
训练热身场馆。为了高水平实
施大运会竞赛组织、高标准提
供大运会服务保障，2020 年度
体彩公益金划拨了专项资金，
在现有基础上，对其进行提档
升级、维修改造，旨在为大运会

提供高质量场馆。
作为大运会赛艇项目的比

赛场馆、训练场馆和备用场馆，
四川体彩公益金为四川省水上
运动学校（四川省水上运动项
目中心）提供专项资金，用于场
馆提档升级、维修改造，同时购
置相关比赛设备。

除去占大头的场馆升级改
造费用，四川体彩公益金 2020
年支持各类以“爱成都·迎大
运”为主题的全民体育活动。

包括成都高新区教育文化和卫
生健康局牵头组织的“爱成都·
迎大运”乒乓球、五人制足球、
游泳、羽毛球等 14 个项目的系
列赛事，参与人群主要以中小
学生为主，同时也有机关组、企
业组、教职工组等。此外，四川
体彩公益金还向成都市体工
队、金牛区老体协、成都市跳绳
运动协会等近20个体育机构提
供了经费支持，举办各类全民
健身赛事和活动。

体彩公益金
当好成都大运会“氛围组”

举办大运会能提升成都的
城市品质、影响力、知名度，同时，
也能够打造出新的城市文化，激
发起全民健身的热情。

在天府广场，在太古里，在
天府大道……那些专门为成都
大运会设置的倒计时装置已经
重新亮起，仪式感满满，拱托出
大运会的气氛。散落在城市各
地的大运会建设的场馆、设施陆
续成为了成都的体育文化地标，
也方便和丰富了城市人民的体
育生活，大家提前感受着大运会
的氛围。

和众多期盼着大运会的成
都人一样，四川体彩公益金也用
自己的方式迎接着这场盛会。
四川体彩公益金还会支持更多
大运主题的全民健身活动，比如
2021年“中国体育彩票杯”成都
市跃动青春·“乒”出未来青少年
乒乓球友谊赛就已激情开赛。

此外，高新区体育中心、城
北体育馆等大运场馆持续对公
众开放。成都目前对疫情的应
对也很明确地表现出“时刻做
好准备”的状态。随着盛会进
入倒计时，四川体彩公益金将
继续和这座城市一起，为大运
会，为全民健身，也为社会公益
摇旗呐喊。 （邱小峰 杨岚）

在天府广场，在太古
里，在天府大道……那些
专门为成都大运会设置
的倒计时装置已经重新
亮起，明年大运会将隆重
举行，届时成都将迎来一
场城市盛会。

为了筹备本届大运
会，成都投资超千亿，对
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
四川大学体育馆、电子
科技大学体育馆等29个
比赛场馆、16 个训练场
馆和 4 个备用场馆全部
升级改造，并花费近 20
亿兴建成都大运村，建设
大运会交通路网系统。

除了场馆和配套设
施，2019 年，成都围绕大
运会赴深圳引资了 732
亿元，包括城市综合开
发和功能配套、总部经
济、新经济、汽车研发、
农商文旅体、大数据等
产业领域。

在大运会的千亿投
资当中，有千分之一来
自四川体彩公益金。一
亿元在一千亿的衬托下
显得渺小，不过并不影响
它发挥作用。

四川体彩公益金为成都大运会“摇旗助威”。四川体彩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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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
媒体记者 余如波 吴平）9 月 29
日晚，德阳市旌阳区金螺湾生态
公园内，四川省首届乡村文化振
兴魅力乡镇竞演大赛颁奖晚会
在炫目的 AR 全息开场秀中拉
开帷幕。

这场晚会，是对历时近半年
的四川省首届乡村文化振兴魅
力乡镇竞演大赛成果的集中展
现。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元年。
乡村文化振兴该如何走好“先手
棋”？乡村破圈又该如何抢滩新
赛道？竞演大赛通过线上线下、
个人秀与乡镇演、省市县乡村五
级竞演的形式，挖掘培育乡土文
化能人，包装推广魅力乡镇，以
文化赋能城乡发展，助力我省乡
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

活动自4月启动以来，在全
省共举办225场线下竞演，汇聚
从1584个乡镇选拔出的295名
能人参赛，另有 161 个乡镇和

190名文化能人参与线上竞演。
川观新闻、抖音、快手等平台共
发布作品及相关讨论稿件4619
件，全网全平台点击量超3.5亿。

晚会以“四川，乡当潮”为
主题，约八成演职人员为各乡
镇选送的民间艺人、非遗传承
人、基层干部等，以情景秀、跨
领域混搭、协作联合演出等方
式，展现蜀乡文化传承、社会经
济发展新局面。“蜀中桃子姐”

“凌云”等四川本地网络红人也
登场演出。

经大赛组委会审议，从入围
名单中产生了峨眉山市罗目镇
等“十大魅力乡镇”、眉山市丹棱
县齐乐镇作平文化大院创始人
王作平等“十大乡土文化能人”，
并评出十大优秀组织奖等。

晚会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
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
局、省广播电视局、德阳市委、德
阳市政府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
团承办，四川农村日报社执行。

四川省首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乡镇竞演大赛颁奖晚会举行

这些乡镇和乡土文化能人正当“潮”

1.乐山市峨眉山市罗目镇

2.德阳市旌阳区孝泉镇

3.成都市都江堰市石羊镇

4.广元市青川县青溪镇

5.绵阳市三台县芦溪镇

6.内江市资中县重龙镇

7.遂宁市大英县卓筒井镇

8.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

9.甘孜州德格县麦宿镇

10.南充市仪陇县日兴镇

1 王作平
眉山市丹棱县齐乐镇作平

文化大院创始人
2 马赵凌云

网名“凌云”，峨眉武术宣
传大使

3 拥中卓玛
甘孜州乡城县幼儿园教师
4 陈璨等6人

网名“月华女团”，大竹县
月华镇政府工作人员

5 郭道明
宜宾市南溪区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溪哈号”
传承人

6 龚向桃
网名“蜀中桃子姐”，自贡

市荣县旭阳镇乡村美食文化推
广人

7 赵昆
阿坝州羌笛演奏及制作技

艺传习人
8 毛建桦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迤
沙拉村党总支书记

9 阿洛衣呷
凉山州普格县螺髻山镇彝

绣推广人
吴秋月

网名“川香秋月”，泸州市
纳溪区白节镇自媒体创业者

十大魅力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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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下旬至11月，2021年
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将在成
都举行。9月29日晚，四川大剧
院，舞剧《努力餐》作为成都的首
部“荷花奖”舞剧，拉开了本次全
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的帷幕。

在接下来两个月里，四川
观众将领略 12 部来自全国 10
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水准优秀
剧作。

在《努力餐》开幕演出后，
国庆假期归来，两部优秀的“荷
花奖”获奖作品将在10月与蓉
城观众见面，分别是由内蒙古
民族艺术剧院带来的《骑兵》和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带来的

《井冈·井冈》。《骑兵》是中国舞
台艺术历史上首部以骑兵为题
材的民族舞剧；《井冈·井冈》是
一部革命英雄题材剧，却创新
性融入了江西民间音乐、江西
采茶戏等当地文化艺术形式。

11 月将是本次舞剧展演
的高峰，9部精品舞剧将进行集
中展示。网红爆款《永不消逝
的电波》，描写隐秘战线上的无
名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以
全新艺术形式再现 50 年前的
草原英雄故事。辽宁芭蕾舞团

带来的《八女投江》讲述东北耳
熟能详的革命故事，还融入了
东北秧歌和朝鲜族舞蹈，极具
民族特色。

民俗风情也将是本次展演
舞剧的亮点。大型舞剧《醒狮》
以国家非遗项目“广东醒狮”为
主题，讲的是三元里抗英斗争
背景下，南粤儿女的抗争故事；
而《石榴花开》则以淮河岸边

“花鼓灯”的传承为线索，表现
了纯正安徽花鼓灯的民俗魅
力。另外，还有改编自文学题
材的舞剧《家》和《朱自清》，展
示人文艺术的绝美之境。

本次展演由中宣部文艺局、
中国舞蹈家协会、四川省委宣传
部联合主办。剧目将在四川大剧
院、华侨城大剧院、成都城市音乐
厅集中演出，观众可在网络平台
购票，不少剧目门票还享有100
元的惠民票和展演季套票。

据了解，本次展演将举行
学术研讨、青年“比舞”等延伸
活动，开展全国精品舞剧创作
研讨会、学术讲座、现场交流、
创作采风等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徐语杨

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在蓉开幕
“荷花奖”得主《努力餐》率先端出“成都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