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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方言小品《扶贫书记》：家门口的“扶贫戏”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高新金融小镇:优化遂宁金融格局
◎ 王锡刚

冬季天寒冷，手工 DIY
又“热”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胡蓉）随着大雪时

分已至，意味着遂宁已经进入冬季最冷的时

候了。日前记者走访时发现，因为冬季室外

的寒冷，手工 DIY 等室内活动，在遂宁开始

“热火”起来。

15 日是星期天。下午 3 点钟，记者在船

山区水都豪庭小区门口的蛋糕店见到，不大

的工作坊里，有将近 10 个小朋友，正在认真

学习做饼干，即使室内没有开空调，工作坊里

也显得很温暖。

“人多，就不会冷，”蛋糕店老板告诉记

者。因为新店推出“9.9 元做饼干”活动，蛋糕

店周末的手工 DIY 生意最近一直很好，从上

午一开门就有小朋友前来。一名小朋友从捏

团开始，到用喜欢的模型做出饼干，最后烘烤

成型，前后共要花费 1 个多小时。“主要是给

娃儿一个耍的地方，这个天室外耍真的是太

冷了，又怕她感冒。”捧着奶茶在蛋糕店外玩

手机等女儿的市民周小姐显得很悠闲。记者

了解到，当日，到蛋糕店进行手工 DIY 的小朋

友人数就超过 30 余人。

同样觉得生意好的，还有咖啡馆的老板

兰兰。这周周末，她在微信圈里发出做“手工

斜挎包”的邀请，原本以为最多到 10 余人，结

果最终来了 27 人，连带着当天的咖啡生意比

以往好了很多。

27 岁的张清是此次参加者之一。早在周

末之前，她就和男友筹划究竟去哪玩，最终男

友提供的室外游乐场和去成都滑雪等建议都

被她否决了。“太冷了，我在冬天就是个宅

女。”然而张清又舍不得和男友分开，正好在

朋友圈里看到咖啡馆的手工活动，她第一时

间就给自己报了名。

张清一直很喜欢手工，觉得在传统手艺

里感受到时间的慢脚步。当天，张清和男友

一起去咖啡馆参加活动，张清做手工的时候，

男友就在一旁的卡座上打游戏，喝咖啡，暖暖

的室内，两人都觉得很满意。

记者从店主兰兰处获悉，平时手工活动

是两或三周一次，冬季开始改为一周一次，而

每次来的人数都超过她的预估。

方言小品展现扶贫故事

据市川剧团业务副团长徐旭

介绍，方言小品《扶贫书记》热情讴

歌党的干部扎根基层，全面践行党
的基层扶贫战略。全剧通过被帮
扶对象扶一把和第三者李大嫂的
风趣对白以及驻村第一书记的女
儿来到乡下、探望妈妈的感人故
事，具体描写人物内心情感，更接
近广大观众的真实生活，是一出充
满正能量的轻喜剧。

徐旭介绍说，在这部小品里，

驻村的第一书记根本没有出面，却

通过他人之口将第一书记为其所

帮扶的贫困村办的实事，给村里带

来的巨大改变进行讲述，以村民的

实际感受切入，更具有说服力。

“这部小品是我们今年夏天开

始编排，剧本是借用的兄弟团的剧

本，进行二度创作。”徐旭介绍说。

虽然《扶贫书记》是一部方言小品，

当中也不乏戏剧的影子，比如里面

采用了一些戏剧的套子，在“树苗

风波”里就加入了戏剧的蹬戏。

方言小品演员迎挑战

方言小品《扶贫书记》里的村

民李大嫂，由我市青年川剧演员冉

茂莉扮演。冉茂莉说，小品里的角

色是一个心直口快、比较泼辣的

军嫂，因为平素里她也是一个心

直口快的人，这一点和小品里的李

大嫂比较相像，所以便安排她演这

个角色。

“乡村一派新气象，脱贫致富

奔小康，精准扶贫第一书记就住在

我家。这个女子真是了不起，能干

咯，为了脱贫四处奔波，找资金找

贷款，乡村公路修到了各村各户，

还修起了养鸡场，养猪场，建了七

八个蔬菜大棚，水果基地，对贫困

户 关 爱 有 佳 ，问 寒 问 暖 ，送 钱 送

物。不到两年，我们这个有名的贫

困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民们

都夸她是党的好书记，真是巾帼

不让须眉哟。”开场通过李大嫂的

一番独白，展现了驻村第一书记

给贫困村带来的巨大改变，借李大

嫂之口表达出村民对这些变化的

欣喜。

随 后 ，被 帮 扶 对 象 扶 一 把 登

台，到李大嫂家称要找第一书记。

因为扶一把好吃懒做，经常来找第

一书记要钱要物，李大嫂便出言斥

责了他：扶一把，你各人也懂点事

嘛，别个书记起早贪黑扶贫扶智，

女儿生病住院都没回去，就在我们

村里帮助村民……通过李大嫂与

扶一把的对话再次展现第一书记

的人物形象。

《扶贫书记》是一部方言小品，

对于排惯了戏剧的川剧演员们是

一个新的挑战。为了排好这部小

品，冉茂莉和团里其它两个演员仔

细揣摩角色，包括人物的内心世界

和每一句台词的语气。

排演小品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过

程，在排练之初，演员们揣摩的台

词语气和导演想要的不一样，在排

练时，导演就一句一句给演员们校

正。从每一句台词的语气到每一

个面部表情，导演和演员们都一一

多次校正、练习，最后才将满意的

作品搬上舞台，呈现给观众。

演的观众身边人和事

从 11 月下旬开始进村进行慰

问演出开始，方言小品《扶贫书记》

已先后走入全市十多个贫困村、十

来所学校，每到一处，观众都称赞

连连，称是演的他们身边的故事。

在经开区联升村，村民代建被

演员们的精彩演出深深打动了。

他说，他们村的扶贫书记也是起早

贪黑在村上忙碌，村里开展扶贫工

作之后，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感谢好政策。也感谢为村

里脱贫付出的每一个人。”

12 月 10 日，遂宁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主办，遂宁市文化馆、遂

宁市川剧团承办，以“我们的中国

梦 文化进万家”为主题的文化扶

贫，送戏下乡活动，走进大英县玉

峰镇斗笠村。在演出中，川剧、变

脸、四川清音、方言小品，演员们精

心编排的经典曲目轮番上演，赢得

群众阵阵掌声，方言小品《扶贫书

记》更是获得观众的好评如潮。村

民刘大明说：“这部小品感觉就是

讲的我们身边的扶贫故事，小品

里的人物将我们的感受都说了出

来。通过扶贫之后，我们村的面

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

书 记 到 我 们 村 帮 我 们 干 了 许 多

事 ，不 仅 扶 贫 ，还 扶 智 。 有 了 他

们，我们这些贫困村摘掉贫困帽是

早晚的事儿。”

我市 5人获查处侵权
盗版重大案件个人三等奖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胡蓉）日前记者获

悉，我市有 5 人，荣获国家版权局 2017 年度查

处侵权盗版重大案件有功个人三等奖

为进一步发挥版权相关执法部门查处侵

权盗版案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彰显查

处侵权盗版案件先进典型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根据《国家版权局举报、查处侵权盗版行为奖

励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国家版权局

对全国各地 2017 年度查处侵权盗版重大案件

给予奖励。我市“四川博文网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专案组成员——市文广新

局张路、射洪县文广新局晏刚、市文化市场执

法支队罗毅、射洪县文化市场执法大队刘明

华、何春松 5 人获得“有功个人三等奖”。

我市积极开展国家宪
法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胡蓉）为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弘扬宪

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12 月 4 日，我市文物

局、市博物馆共同开展了“12.4”宪法宣传日

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以“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

法权威”为主题，在四川宋瓷博物馆广场设立

了宣传展点，悬挂了宣传横幅，向参观游客和

过往群众宣传讲解宪法知识，发放《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读本、宪法台历、宪法宣传帽、宪

法宣传环保袋以及《文物保护法知识宣传读

本》等 500 余份，推动了宪法精神走入日常生

活，走入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宪法

法律就在身边。当天，还以流动博物馆进校园

为契机，向蓬溪县蓬南镇惠民小学、中和学校

以有奖知识问答、赠送普法宣传用品等形式对

两所学校进行了宪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

学生们了解宪法、尊崇宪法、遵守宪法。

通过此次活动，向参观游客、社会群众以

及学校师生普及了宪法等法律法规知识，进

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

念，提升了法律素养，为促进全社会法治化管

理水平的提高，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

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和法治氛围。

近日，由市川剧
团编排的小品《扶贫
书 记》着 实 火 了 一
把。全市文化扶贫，
送戏下乡活动每走
进一个贫困村，村民
们看了演员的精彩
演出，都称这个故事
就是讲的他们身边
的扶贫故事。该小
品紧扣脱贫攻坚脉
搏，接地气的对脱贫
攻坚工作生动再现，
让群众在娱乐的同
时，了解政策，理解
政策，落实政策，有
效激发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金融“蓄水池”初露端倪

17 日，阳光明媚，位于遂宁物

流港健坤城 IFC 国际金融中心旁

的高新金融小镇显得生机勃勃。

仅开镇一个多月，遂宁高新金

融小镇已经锋芒初露。在小镇内

的遂宁金融信息服务中心，前来查

询征信的市民排着长队，工作人员

忙得热火朝天。而在建行物流港

支行内，也有许多办理业务的市

民，大厅内人头攒动。

记者走访中发现，小镇内已经

有 5 家金融机构挂牌营业。“目前，

小 镇 吸 引 到 了 15 家 金 融 机 构 入

驻。”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其余入

驻的企业已多在装修。

10 月 31 日是遂宁金融界一个

值得铭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遂

宁高新金融小镇开镇了。这个消

息在遂宁金融行业内，无疑是一颗

重磅“炸弹”，甚至受到了成渝等地

的金融机构和外资企业的关注。

11 月 16 日，澳大利亚印度洋集

团董事长多梅尼克、印度洋集团执

行董事卢克以及印度洋集团合伙

人、大中华区高层、印度洋集团西

南办事处负责人一行来到遂宁，就

入驻遂宁高新金融小镇相关事项

进行深入洽谈，寻求在国际市场开

拓、企业融资等方面的合作机会。

事实上，早在上 10 月 31 日的遂宁

高新金融小镇开镇当天，印度洋集

团就签订了入驻金融小镇协议。

印度洋集团成立于 2007 年，是

全澳大型投资银行之一，总部位于

澳大利亚帕斯，该集团将在遂宁注

册分公司，设立办事机构。在印度

洋集团董事长多梅尼克看来，遂宁

是一个高度发展、注重创新的城

市，希望通过此次友好合作，能够

帮助遂宁的本地企业拓展澳洲市

场，完成市场融资。

完成初步建设仅用一年

“公司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

级政府、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四

川纵横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

告诉记者，在公司投资建设西部冷

链物流集散中心、纵横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的关键时刻，遂宁农商银行

及时为公司新增 1 亿元贷款，缓解

了公司的资金压力。不仅如此，纵

横投资公司还参加了遂宁高新金

融小镇 2018 年“支农支小”再贷款

融资对接会，相关金融机构继续为

公司注入金融活血支持，扶助企业

发展。

金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血脉。

长期以来，遂宁传统金融实力薄

弱，准金融资源不丰富，新兴金融

要素尚起步，金融服务的整体广

度、深度都处于欠发达境况，金融

造血功能有待强化。鉴于这样的

现状，2017 年末，遂宁市船山区结

合区情和发展需要，加快落实市委

“七大提升行动”，制定了普惠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18-2020 年行

动计划，谋划建设金融小镇。船山

区拟建金融小镇的规划引起了市

委的关注，今年 3 月，市委和市级

金融管理部门，专题调研指导金融

小镇建设，提出了极具前瞻性和可

操作性的意见。

两个月后，船山区政府出台了

金融小镇建设实施方案以及招商

引资支持措施，为小镇建设奠定了

基础。今年 7 月，遂宁市委办出台

了加快推进遂宁高新区建设的意

见，明确在高新区建设金融小镇，

至此，高新金融小镇建设驶入了快

车道。遂宁高新金融小镇从谋划

到初步建成，仅用了一年时间。

坚持“1+3+N”的发展思路

做大做强金融产业，为实体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推动我市经

济金融又好又快发展，是遂宁高新

金融小镇的根本任务。小镇一期

以健坤 IFC 国际金融中心和欢乐·
新天地已有的 15 万平方米物业为

基础，规划面积计 33 万平方米。

在未来，高兴金融小镇将坚持

“1+3+N”的发展思路，通过平台搭

建和业态引进培育，着力将金融小

镇打造成为创新金融聚集地、共享

金融示范区、科技金融应用地。

建成“1 类平台”：打造金融信

息服务平台，汇集期货交易、股权

交易、“信融通”大数据系统等信息

服务。培育“3 种金融业态”：集聚

股权投资、小贷、融担、融资租赁、

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金融信息

服务等准金融机构 ; 有序发展银、

证、保等传统金融业；引进信用评

级、会计、审计、法律、资产评估等

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提供“N 类服

务”：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财务

顾问、数据分析、信息对接等服务。

“物流港正在建设国家级高新

区，物流产业的做大做强、高新技

术资源的集聚也离不开金融多方

位支持，而物流+科技+金融的良性

互 动 将 有 效 助 推 产 业 升 级 和 聚

集。”该负责人说，金融小镇前期采

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运营模

式，物流港管委会联合物业方健坤

国际共同注册运营管理公司，负责

招引机构的入驻、日常管理和后勤

保障服务等相关工作。同时，根据

专业化发展需要，金融小镇专业运

营团队购买服务，提升运营管理水

平。条件成熟后，适时引进或组建

专业的金融小镇建设运营企业或

者团队，探索采用政府+物业+专业

机构三方合作的形式统筹运营小

镇招商事务、日常事务、监督事务、

推介事务等。

距离遂宁高新金
融小镇开镇仅一个多
月，15 家金融机构入
驻，5 家挂牌营业，是
小镇交出来的骄人成
绩单。

遂宁高新金融小
镇是遂宁市贯彻落实
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优
化产业布局，加快金
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举
措。17 日，记者来到
遂宁高新金融小镇，
感受它给遂宁金融体
系带来的新气象。

开镇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