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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州市第四次党代会
上，达州市委书记包惠明确指
出：未来五年，达州要推动文
化繁荣发展，建设区域文化强
市。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打造一批文化拳头
产品，壮大一批文化龙头企业，
增强文化对经济的支撑力……
这让包含何德山在内的达州人
振奋不已。为此，达州出台了

《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吹响
了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号
角。达州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蓬勃发展，文化竞争力和影
响力显著增强。目前，达州市
文化市场门类齐全，经营业态
不断优化，市场监管进一步规
范，全市共有文化市场经营单
位3000余家，解决就业人口3
万余人，创利税3亿多元。

为了能让群众乐享身边

的“文体福利”，近年来，达州市
人力、物力投入力度前所未有，
全市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大为
改观。在“马渡山歌”等15个
项目列入第五批达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的同时，2016年，全市文艺工
作者创作各类文学艺术作品
6000件（个、部）、舞台艺术作
品150个、美术作品1000件。

这些文艺作品中，不乏精
品。例如，小品《郭一刀》参加

“中华颂”全国第七届小戏小品
曲艺大展并亮相CCTV戏曲频
道；《村官杨帮武》《达州之恋》
参展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演艺
产品博览交易会；《巴人》《美丽
达州》在巴人文化艺术节展演
中获得好评；《三祭江》《王三
巧》《打神告庙》《武松杀嫂》4个
剧目参加四川省第三届青年川
剧演员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曾业
摄影报道

5月23日上午，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会员、实力派演
员、制片人、导演张春，同四川
南充市西充县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投资 3 亿元，建设

“黄辉文化公园”项目。西充
县委副书记李启军主持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

黄辉出生于西充县扶君
乡黄家沟村。明朝嘉靖、万历
年间，黄辉与父亲黄子元及弟
弟黄韑先后考中进士。殿试
时，黄子元、黄辉、黄韑先后被
皇帝钦点为翰林，史称“一门
三翰林”。黄子元、黄辉父子

分别给明朝万历皇帝、泰昌皇
帝当过老师，被称为“父子两
帝师”。其中黄辉被后人誉为

“诗书双绝”，诗词与明代大文
人陶望龄齐名，传世作品有
40 多首。黄辉的书法以行、
草见长，特点是“布局疏朗，行
气脱落，韵致潇洒，墨法圆
润”，作品极为珍贵，世人称其
书法成就“可比苏东坡”。遗
憾的是，这样一个文化名人，
大多数中国人、四川人都不知
道黄辉其人。为此，西充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
名人传承创新工程，殷切期盼

黄辉“重出江湖”。
张春团队多次到西充黄辉

故里考察、考证，对中国文化史
上“一门三翰林、父子两帝师”
唯一奇观推崇备至。23 日上
午，张春赶到西充，与西充县政
府达成合作共识：组织投资开
发建设“黄辉文化公园”项目。

据介绍，黄辉文化公园投
资3亿元，占地800亩，以展
现黄辉“诗书双绝”和民俗风
情为主题，按照修旧如旧的
原则，恢复重建七道黑漆朝
门、阳官大道、黄家祠堂等历
史建筑，新建黄辉书院、七十

二行民俗馆、南充历史名人文
化长廊、二十四孝、二十四节
气、书法碑林等标志性建筑，新
建家风、家教、家训少儿培训中
心，制作黄辉父子雕像。

省江夏文化研究会会长
黄龙是黄辉的后裔，他也将参
与开发建设“黄辉文化公园”。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汪仁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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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表彰
“互联网+公益”
先进集体和个人

点赞南充“互联网+公
益”，5 月 24 日，由南充市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市精神文
明办公室、市民政局主办的
南充市2017年“互联网＋公
益”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举
行。现场表扬了 2017 年度
十佳公益社会组织、十佳热
心公益企业和十佳公益扶贫
人物。

据南充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蒋晓平介绍，近年来，南
充上演了诸多感人的爱心
公 益 故 事 。 举 办 南 充 市
2017 年度“互联网+公益”
评选活动，是南充强力推进
网络公益事业发展和网络扶
贫工作的一次尝试。南充将
持续强化公益理念，加强组
织引导，创新公益模式，打造
公益品牌，加大宣传力度，推
动南充公益事业发展。

据了解，此次活动评选
候选对象为近年来在扶贫、
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
残、优抚、赈灾救助，促进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等事业的发展，防治污染和
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等其他公益活动，具有
良好社会影响的社会组织、
企业和个人。此次评选活
动自 5 月初开始，吸引了众
多网友参与投票，最终，专
家评审团结合推荐事迹、核
实情况和网络投票结果，进
行综合评审，评选出了十佳
公益社会组织、十佳热心公
益企业、十佳公益扶贫人物。

南充市户外公益协会、
南充市金彩虹公益协会、南
充市顺庆区归雁扶贫济困
协会等获评十佳公益社会
组织。投入 500 余万元用
于精准扶贫的吉利四川商
用车有限公司、带动全村脱
贫致富的四川花好月圆农
牧业有限公司等获评十佳
热心公益企业。累计捐资
3000 余万元助学、扶贫的
西充企业家杜代武、退休
16 年传递雷锋精神的夏仁
林等人获评十佳公益扶贫
人物。活动现场，公布和表
扬了这些公益组织、企业、人
物，激励更多人加入到公益
事业中来，让公益正能量弥
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谢杰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汪仁洪）6 月 1 日起，《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
式实施。5 月 25 日上午，南
充市《网络安全法》集中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南部县

人 民 广 场 举 行 。 南 充 市 委
宣 传 部 常 务 副 部 长 陈 功 全
出 席 启 动 仪 式 并 宣 布 活 动
开始。

来自南充 9 县（市、区）
相关单位负责人、省市媒体

记者、网友代表 100 余人参
加了启动仪式。

在现场，网络法宣传展板
和由南部县委宣传部、南部县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编辑的《网
络安全手册》，吸引众多市民

观看。启动仪式结束后，举行
了网络媒体和新媒体宣传工
作经验交流会。顺庆、南部、
仪陇、市纪委、南充播报等单
位，结合自身的特色与亮点工
作进行了交流发言。

文化惠民达州农民“唱”进央视
“没有全国新农村文化艺

术展演的大舞台，就没有我们
的今天。”在达州市宣汉县渡
口土家族乡土生土长的何德
山，对达州文化事业的发展感
触颇深。近年来，达州积极促
进文化设施大建设、文艺创作
大生产、区域文化大联动、人
才队伍大发展，公共文化事业
发展成就显著。如今，达州的
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
强，迎来了百花争艳、欣欣向
荣的崭新局面。

西充将建黄辉文化公园

南充启动《网络安全法》集中宣传活动

5 月 17 日，第六届全国
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在达州
闭幕。闭幕式结束后的文艺
演出，有殷秀梅、莫华伦、岳
红、高保利等众多艺术家加
盟，来自达州市宣汉县渡口
土家族乡的农民何德山，与
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高保
利同台演出，随后又用一曲
正宗的土家族山歌，将现场
气氛推向高潮。

十多年前，这样的场景，
何德山连想都不敢想。那个
时候，热爱山歌的何德山，只
能扛着锄头在田间地头吼两
嗓子。2007年，申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后，何
德山成了宣汉土家族山歌

“薅草锣鼓”的传承人。在经
历了几次成功的外地演出
后，何德山的“名气”很快就
走出了达州。

“宣汉县邀请了省内一

流的文化传媒公司和一流的
导演，对薅草锣鼓进行精心
编排，帮我们到全省、全国的
大舞台表演，我们还上过好
几次央视呢。”何德山说，如
今的“薅草锣鼓”，内容和曲
风上都有适当的创新，更富
时代气息和活力，曾在全国
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的舞台
上大放异彩。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国
家级“非遗”，宣汉县在薅草
锣鼓起源地建立了保护区，
创建了薅草锣鼓保护协会，
鼓励扶持传承人建立了薅草
锣鼓传习所，何德山也成了
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文化站
站长。在何德山的带领下，
如今，在宣汉渡口土家族乡，
村村都有表演薅草锣鼓、唱
山歌的爱好者，薅草锣鼓已
成为当地吸引游客的重要旅
游资源。

达州农民“唱”进央视 “文化强市”吹响号角

何德山（左）与高保利合作演唱。

南充同庆共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减资
公告

经本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303MA63MBEA1F）股东会（出
资人）决议：南充同庆共享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减至
70 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

南充同庆共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