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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建伟

5月15日下午，前来参加“全川媒体
走进资阳”采风活动的百余名领导、专
家，走进雁江区幸福谷。在幽静的园林
式仿古建筑群中，一群身着汉服的俊男
靓女让大家眼前一亮，恍若隔世。

资阳汉服文化研究会骨干黄中良，
带领蓝英、彭华等 30 名会员身着汉服，
倾情演绎古筝、陶笛、茶艺、舞狮等传统
汉民族文化节目，赢得现场客人阵阵掌
声和喝彩。

积极开展汉文化宣传和推广活动，
是资阳汉服文化研究会的一项主要工
作。自研究会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汉服
文化的传承、研究、交流和推广，使汉服
文化逐渐成为资阳对外宣传的一张地方
特色文化名片。

“汉族民俗目前是被人遗忘最多、最
不被人了解的文化，汉服文化是最需要
抢救的文化之一。”就成立资阳汉服文化
研究会的初衷，现任研究会会长张军如
是说。

2012年，长期热衷于汉服制作和汉
文化研究的雁江区公务员李唐华，建立
了一个资阳汉服同袍群，大家时常小聚
展示汉服。雁江区文联主席孟基林获悉
后，主动介入，并连续组织开展本地汉服
摄影采风活动。从此，参与汉服活动的
人越来越多。

考虑到资阳先秦两汉文化在蜀地的
先天优势，古代三贤中有孔子之师苌弘、
西汉辞赋家王褒、东汉经学家董钧，有出
土的汉代铜车马和大量的汉代乐技陶俑
等，顺应全国汉服渐热趋势和本土汉服
爱好者的要求，雁江区文联积极鼓励支
持成立资阳汉服文化研究会，把汉服作
为资阳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来打造。

汉研会的成立为资阳汉文化的发
展注入了活力。他们在汉服源流、时代
特色、历史地位等汉服理论研究上突
破；在设计制作各种形制汉服，广泛宣
传推广展示汉服上创新；以汉服为载
体，深度挖掘服饰文化、礼仪文化为重
点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艺术方式
加以展示交流，成为地方文化名片，形
成地方文化产业。

随后，汉服走秀、汉服礼仪、汉服祭
祀、汉婚典礼、汉服舞蹈、汉服歌曲等各
种形式的汉服文化节目登上省市区舞
台，成为地方舞台的必备节目，原创歌曲

《盛世汉韵》全国上榜，汉服舞蹈《水墨九
曲》《盛世汉韵》分别获得全省第七届、第
九届“金秋乐”群众舞蹈展演金奖。

每年的传统节日，是资阳汉服同
袍最忙碌的日子。大年十五踏青，花
朝节祭祀花神、端午节祭祀屈原、中秋
节祭祀月神等。同时在传统婚礼活动
上下功夫，充分展现汉唐婚礼的端庄
与大气；在幸福谷、黄氏宗祠等设立汉
服文化体验基地，定期开设汉文化公
开课，排练汉服舞蹈……截至目前，资
阳汉服同袍群成员已超 800 人，研究会
会员发展到上百人，活动参与人数逾

千人，开展民俗文化推广、汉服知识进
机关（进学校）、汉服婚礼仪式等主题
活动 60 余场次。

“以汉服为载体，深度挖掘服饰文
化、礼仪文化、传统文化，充分利用各种
传统节日、艺术方式和宣传平台，持续开
展汉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力争使其成为
独具资阳特色的一张文化新名片。”就资
阳汉服文化研究会的发展方向，孟基林
如是说。

也因此，资阳东道主在接待全省新
闻行业最尊贵的客人时，资阳汉服文化
展示不能缺席。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5月 16日，由市关工委、市关心下一代
基金会、市教体局主办，雁江区关工委、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承
办的资阳市“与工匠对话”主题教育活动在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启动，市级老领导、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力、王晓明出席。

王力说，职业院校学生是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也
是关工委关注、关心、关爱的重点群体。为引导职业院校学生践行
工匠精神，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做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优秀产业
工人，为装备强国、制造大国贡献青春和力量，我市将在雁江、安
岳、乐至举办三场“与工匠对话”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对话交流、宣
誓等形式，让职校学生在参与互动中受到教育启发，从而引导职校
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潜心学习技能，践行工匠精神。

启动仪式上，来自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雁江区高级职业中
学的200多名学生代表聆听了党的十九大代表、国机重装二重装备
核电石化公司电容器厂铆焊工段核电班焊接高级技师白树华结合
自身成长经历、工作实践的首场讲座，并回答了学生代表相关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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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汉服文化：一朝崭露艳四方

综合03 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编辑李荣 版式李佳峻

本报讯（许长江）5月16日，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铁军到安岳县
偏岩乡轿顶村、长河源镇金堂村、大埝乡黄金村和长庆村调研督导
脱贫攻坚工作。

顶着炎炎烈日，李铁军一行走村入户，仔细了解贫困户致贫原
因、脱贫计划、增收举措和工作进展，检查“六个精准”“五个一批”

“六有”“五个一”等工作部署落实，特别是对照“两不愁三保障”和
“四个好”目标，逐一了解工作推进落实情况，查漏补缺，研究对策。

座谈会上 ，李铁军听取了安岳县扶贫开发办和大埝乡有关脱
贫攻坚情况的汇报。他指出，安岳县的脱贫攻坚工作做得很实，政
策举措很到位，成绩显著。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不能落下一户一
人，要切实解决贫困户的具体困难。组织好力量将一切关于脱贫
攻坚的政策宣传到位，脱贫资源落实到位。关心关爱战斗在脱贫
攻坚岗位上的一线干部，为他们提供好保障解决后顾之忧。建好
基层党组织，选好带头人引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

本报讯（记者 李梅）5月16日，美国爱齐科技公司全球总裁和
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霍根率公司高层到我市考察，副市长舒勇陪同
考察。

约瑟夫·霍根先后来到口腔科创园区、天府国际口腔孵化园规
划展示馆和爱齐（四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实地考察，详细了解中
国牙谷规划建设、爱齐资阳一工厂的建设情况。

座谈会上，约瑟夫·霍根对四川省委、省政府和资阳市委、市政
府对爱齐资阳一工厂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十分感谢。他说，双方
合作协议签订后，资阳高效率助推一工厂落地建设。短短 5个月
时间，已基本完成装修工程，即将正式投用。资阳打造中国牙谷的
构想与爱齐公司的发展战略不谋而合，创造微笑是双方的共同愿
景。我们将按照协议约定，扩大投资规模，尽快启动二工厂建设，
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舒勇对约瑟夫·霍根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资阳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爱齐（四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项目，将始终竭
诚为爱齐公司在资发展提供最优质、最高效、最贴心的服务。真诚
希望爱齐公司一如既往支持参与中国牙谷建设，加快工厂建设速
度，引荐更多关联企业到资阳投资，同时期待与资阳开展多领域的
交流合作。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为检验资阳主城区道路交通综合整治
成效，检查综合整治“‘五一’节前第二阶段重点任务”完成情况，5
月15日，副市长吴宗权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城东高铁站、北门客
运站、兰家坡片区、南骏大道等 6处进行了检查，并召开了资阳主
城区道路交通综合整治工作会。

吴宗权对各单位、各部门在主城区道路交通综合整治工作中
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主城区道路交通综
合整治工作惠及民生，任重而道远，大家要从前期工作中总结经
验查漏补缺，对群众反映和关心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不断深化
巩固道路交通综合整治工作取得的良好成果。在今后的整治工
作中，各单位、各部门要持续对各类交通违法乱象保持高压态势，
充分利用智能交通抓拍设备对交通违法人实施严查严处，为全市

“双创”工作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多措并举
助力贫困群众早日脱贫

我市召开主城区道路
交通综合整治工作会

美国爱齐全球总裁来资考察

传承工匠精神不负美好青春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5 月 16 日，
2017年度四川省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奖
评选，经过评委会初评、复评、申诉、定评

四个阶段，顺利结束。
据悉，本次评选委员会成员由四川省记

协与副刊研究会领导、特邀专家和四川省报

纸副刊研究会会员单位负责人或有副高以
上职称者50余人组成。本次评选工作共收
到参评作品695件，418件作品获奖。其中，

一等奖70件，二等奖140件，三等奖208件。
奖次类别涉及散文、随笔、杂文（含言论）、文艺
评论、报告文学、特写、文化新闻、专栏、策划。

（上接一版）

全面发展社会事业
舍得“花血本”提升群众幸福感

先后建成农村公路数千公里，改造城镇危旧房棚户区数万套，持
续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新（改、扩）建一批农贸市场，义务教育学校
学生食堂条件逐一得到改善，城区首批80条背街小巷完成整治……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在于补齐社会事业短板。多年来，我市
在发展社会事业中舍得“花血本”，既把它当作民心工程，更当作良心
工程，全力推进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城市建设、
交通出行等社会事业发展，全面提高就业和救助保障水平，全面增强
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全面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全面构建社会治理
新格局，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就业创业全面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
全省率先创新实施医疗救治救助；社会保障救助水平显著提高；
引进高等教育学校实现零突破，3县（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顺利
通过省级督导评估组验收；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公共文
化体育服务设施日臻完善；依法治市深入推进，“六五”普法县县
全国先进，社会治理蝉联“全国优秀市”称号，平安建设持续深化，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让群众在共建共享
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本报讯（记者 刘雨润）四川省报纸
副刊研究会 2018 年年会暨 2017 年度四
川省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奖评选会 5
月 15 日上午在雁城开幕后，各媒体的
领导、专家及记者编辑抓紧时间充分
感受美丽繁荣怡然资阳的发展变化，
以不同视角在各自的新媒体平台上宣
传报道资阳活动、发布信息。截至目

前，活动主办方共收到 29 条来自全川
各地媒体的新闻报道，评选出 8 件作品
为“全川媒体走进资阳”活动宣传新媒
体优秀作品并予以嘉奖，并希望能够
有更多新闻媒体生产出宣传资阳的精
品报道。

获奖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一、文明四川微信：这个城市为什么

有这么多的形象标签？
二、四川政协报微信：全省报纸副刊

研究会2018年年会今日在资阳召开
三、四川工人日报微博：四川工人日

报直播3D车间
四、宜宾晚报微信：今天，喜讯从阳

光甚好的资阳传来……
五、掌上巴中APP：今日，巴中日报

等40多家报社在资阳共谋“大事”！
六、四川经济日报微博：我省报纸副

刊研究会2018年年会在资阳举行
七、中国绵阳新闻网：绵阳日报社张

登军等十人获全省报纸副刊十佳编辑记
者殊荣

八、川江号APP：今日，40多家报社
在四川资阳共谋“大事”

2017年度四川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奖评选结束

“全川媒体走进资阳”新媒体宣传资阳优秀作品名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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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之前没有到过资阳，但对
资阳早就心向往之，慕名已久。资
阳人文历史厚重，有“三贤故里”“长
寿之乡”等美誉。资阳人杰地灵，乐
至是开国元勋陈毅元帅的家乡。

资阳是我省一个年轻的地级
市，环境优美，生机勃勃，区位优
势明显，发展势头强劲，是“中国

西部车城”，是四川唯一一座同
时连接成渝“双核”的区域性中
心城市。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资
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资阳人民
一定会谱写出新时代壮丽篇章，资
阳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全
川
媒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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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相约资阳。
资阳，三贤故里，元帅桑梓；壤接成渝双

核，地控巴蜀要津；长寿绿色之乡，中国西部车
城……《四川工人日报》祝愿这座充满朝气的
年 轻 城 市 ，祝 愿 350 万 资 阳 人 民 ，一 定 能 在
5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出新时代绚丽
篇章。

非常高兴借参加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
2018 年年会暨 2017 年度四川省新闻奖报纸
副刊作品奖评选会之机，与全川媒体人一道
走进资阳、感受资阳、品味资阳。远古资阳人
的考古发现让人感念，这里历史文明，悠远古
朴；苌弘、王褒、董钧等历代名人先贤光彩映
照让人感叹。这里文脉深厚、地灵人杰；陈毅
家乡元帅故里更让人感动，这里红色文化的
深深魅力、代代传承······

相知无远近，乡音总关情。遂资眉雅高
速让雅安、资阳一线相连。在此，我谨代表雅
安日报传媒集团对此次承办评选会的资阳日
报社同仁的热情接待、周到安排和辛勤付出
表示诚挚感谢，同时也祝福最年轻的地级市
资阳蓬勃发展、越变越美！

本报记者胡佳音 整理

资阳明天更美好
四川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绵阳日报社总编辑王晓阳

寄语嘉宾

祝福你，资阳
四川工人日报副社长、副总编辑田原

愿资阳越来越美
雅安日报总编辑黄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