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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川南

走访一圈后，自贡文旅董
事长宋青山接受了中外媒体的
采访。他表示，老盐场 1957 是
自贡工业文明的一张名片，不
仅实现了土地改良、生态修复，
更是把城市的脉络保留下来，
将破产企业转型升级，变为另
一种生产力，成为未来经济发
展的暴发点。他详细介绍了自
贡市在工业遗产改造方面的规
划内容和下一步打算，并就自
贡市文化旅游方面的发展做了
系统的讲述。

当了解到老盐场 1957 有
望在春节前对外开放，还将引
入电声音乐节、街头艺术等时
尚表演方式，英国《头条辰报》
记者表示：“非常期待它的精
彩亮相。”据了解，老盐场 1957
文旅项目以大安盐厂厂址为
基础，采用“工业遗存+现代艺
术+地域文化”模式，在工厂原
址较为完整的近现代制盐工
业遗存基础上实施更新改造，
既保留和延续了老建筑原有
形态、结构、痕迹，又融入现代

元素、材质、功能。当前，规划
建设中的中华盐文化博览园
以老盐场 1957 文旅项目为基
础，将近现代制盐工业遗迹实
施创新改造，发展为集盐文化
展示、文创、商业等一体的文
旅新项目，并串联吉成井、燊
海井、大安寨等文旅资源融入
其中，让沧桑、厚重的现代工
业文明遗址再次焕发出蓬勃
生机。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恪
生 摄影报道

再现古盐场风貌
自贡井盐产品有望卖到美国

当天的活动，一共分为“塑
梅泽铜像 传工匠精神”、“展非

遗神韵 观驰宇盐品”、“铸千年
盐魂 谱时代新篇”三个篇章。
以观众喜闻乐见又充满文化
韵味的表现形式，充分展示自
贡井盐文化从古至今的传承
和魅力，领略自贡井盐文化的
精髓。

据了解，第一篇章“塑梅泽
铜像 传工匠精神”，将用一段
祭祀仪式，描绘古代自贡盐商
在祭拜井盐之神梅泽时的宏大
场景。用舞台表现形式，再现
自贡井盐最为辉煌时期，自贡
井盐行业生产生活的真实写
照。作为自贡井盐生产企业两
大“龙头”之一的驰宇盐品，在
第二篇章中将展示其生产的井
盐文化创意产品的3个珍品、5
个新品。按照驰宇盐品的规
划，未来将积极拓展美国市场，
让美国人品尝到“慕名已久”的
自贡井盐。

七旬非遗传承人
展示一分钟剪出盐井架绝技

这次活动，将自贡的“大三
绝”、“小三绝”文化精髓毫无保
留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在灯火
辉煌的西秦会馆门外，摆放着几
组大型彩灯灯组和几只栩栩如
生的仿真恐龙，让观众始终沉浸
在自贡井盐文化的氛围里。

在“小三绝”亮相的环节，年
过七旬的中国十大剪纸艺术家
之一沈成林老先生，将现场为观
众和网友献上他的独门剪纸绝
技：一分钟剪出燊海井盐井架。

据了解，自贡市以盛产井
盐著称，其开采井盐已有2000
多年的历史。据记载，历代盐
工在自贡先后钻井 13000 多
口，有的井深达 1000 米，即使
以平均 300 米计，也等于凿穿
了400多座珠穆朗峰。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恪生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刘恪生）11 月中旬，富顺县
检察院与该县未成年人心理
成长指导中心联合举行授牌
仪式活动，成立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成长指导中心，会签
了《关于未成年人权益维护
的实施意见》，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结合未成年人身心
发展的规律及生活、学习方
面的需求给予心理咨询和
司法救助。

据了解，该中心于2016
年 8 月由县文明委牵头，县
文明办、检察院、教育局、财
政局等单位合作，在富顺二
中建立。

中心目前累计投入达
70余万元，功能场所总面积
约 500 平方米，设有中心办
公室、个体心理咨询室、身心
放松室、心理测评室等八个
功能室。

当天，该院和中心会签

了《关于未成年人权益维护
的实施意见》，明确对性侵未
成年被害人应当进行心理测
评，对需要心理咨询的免费
义务进行心理救助；拟作附
条件不起诉的涉案未成年
人，对其再犯罪可能进行心
理测评，从心理方面减少其
再犯罪可能；对该中心接收
的需要法律咨询的，由该院
未检科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同时对该中心有需要司法救
助的，由该院帮助申请司法
救助。

该院与该中心建立的协
调配合机制，进一步深化了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弥补了
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
件中存在的保护方式不足的
缺陷，这一工作的创新举措
是富顺县检察机关主动作
为，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
具体体现。

惊艳10余家外媒记者

自贡举办首届国际盐产业博览会暨井盐文化节

一分钟剪出盐井架
自贡七旬剪纸非遗传承人将展示绝技

富顺建立未成年人保护衔接机制
免费进行心理救助

11月17日晚19时
30 分，自贡首届
国际盐产业博览
会暨井盐文化节，

将在盐业历史博物馆盛大启
幕。这场弘扬自贡井盐文化
的饕餮盛宴，将通过网络直
播向全国百万网友展现自贡
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同时，活动还吸引了美
国合众社、今日俄罗斯、东
洋经济周刊等来自 10 个国
家的 15 家外国媒体记者到
现场采访。

自贡老盐场1957
自贡盐史馆把“千年盐都”
故事讲给世界听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邓丹）11 月 15 日上午，自贡
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迎来了
参加“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
走向世界”2017外国媒体自
贡行活动的特殊客人。他
们来此深度感受“千年盐
都”自贡的悠久历史和厚重
文化，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
馆也通过这一窗口向世界
讲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盐都故事。

参观过程中，媒体记者
认真聆听了市盐博馆讲解
员对自贡悠久的盐业历史
文化和精湛的盐业生产技
术的介绍，并对以自贡为代
表的中国古代井盐生产技
术的辉煌成就和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西秦会馆的
建筑艺术赞不绝口。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
馆馆长程龙刚说：“在历史
上，自贡素以盛产井盐闻名
遐迩，凭借丰富的盐卤资
源、精湛的生产技术和广阔
的销售市场，成为名播四海
的‘千年盐都’；今天，自贡
是中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
基地，在生产技术和质量标
准等方面仍然引领着井矿
盐行业的发展。”程龙刚希
望外国媒体记者用镜头、笔
和心捕捉“千年盐都”自贡
的城市魅力，向世界介绍这
座独具特色、有盐有味的城
市，吸引世界各国更多的外
宾到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
馆参观、访问和学术交流。

同
步
播
报

11 月 15 日，10 余
家外国媒体来到
自 贡 市 老 盐 场

1957文旅项目采风，深入了解
自贡井盐文化。据悉，这是由
自贡市委宣传部、环球时报社
共同主办的“2017外国媒体自
贡行”活动的一个行程，本次活
动以“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走
向世界”为主题。当天下午，来
自美国、俄罗斯等10余个国家
的外国媒体，新华社、中新社、

《四川日报》等20余家中省市
媒体到老盐场1957参观采风。

井盐文化
吸引中外记者
一 进 入 大 安 老 盐 场

1957，中外媒体记者便被大
安盐厂遗址改造后的“新样
貌”吸引，纷纷拿出相机拍照。
来自《俄罗斯报》的女记者艾青
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她表示，
莫斯科有不少和老盐场1957
相似的地方，吸引了很多人去
度假，她对老盐场1957的未来
前景非常看好，“将历史性的东
西变成现代艺术化的展示场
所，创意非常棒！”

来自巴勒斯坦电视台的
萨阿德一走进老盐场 1957，
便连连感叹“amazing！”他对
工业遗址的“华丽变身”表示

“很神奇，很漂亮”。当得知
自贡是火锅的起源地之后，
他表示，经过这次走访，加深
了对自贡及盐文化的认识，
他还风趣地说：“我还真的饿
了，今晚我一定要好好吃一
顿自贡火锅！”

老盐场1957有望春节前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