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角

遂宁钢琴家谢明
在英举行个人钢琴音乐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胡蓉）3 月 25 日，遂

宁著名青年钢琴家谢明在伦敦圣巴塞洛缪大

教堂举行个人钢琴音乐会。潺潺如流水般的

音符在琴键上缓缓流淌，精彩的演奏给观众们

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获得了大家一致好评。

谢明是国际乐坛上冉冉升起的新生代青

年钢琴家，遂宁籍，自幼学习钢琴，曾代表四川

省参加第三届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获银奖及

中国作品最佳演奏奖 ，第四届斯坦威全国青

少年钢琴比赛西部赛区专业 C 组第一名，第四

届斯坦威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北京总决赛专

业 C 组第三名，2011 年从四川音乐学院附中考

入世界顶级的美国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

同年获美国田纳西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2016
年获澳大利亚悉尼国际钢琴比赛三项大奖，同

年 10 月获巴拿马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

这位被“钢琴女皇”阿格里奇高度评价

为“异常杰出的人才”的 90 后钢琴演奏家，最

初学钢琴时，先天条件并不好：不仅手指短，

而且手指非常软，无法完成老师的要求。但

即使是先天的缺陷，在老师、父母的帮助下，

在谢明自己的勤加练习中，最后也终于被纠

正了过来。

对于一位钢琴初学者而言，想要成为一

名好的钢琴家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必须靠自

己反反复复的不懈练习。自从和钢琴结缘

后，谢明很少外出玩耍，除了上课、吃饭、睡

觉，他几乎天天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专心练

习钢琴，常常苦练到半夜。

2011 年，17 岁的谢明考入世界最著名专

业音乐院校美国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师从

芬兰著名钢琴家、教育家玛逖·瑞卡力奥教

授；本科时师从韩国国宝级钢琴家、教育家，

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姜忠模教授；2012 年以后，

谢明跟随著名古典音乐钢琴家伊曼纽尔·艾

克斯和谢尔基·巴巴扬学习。极高的悟性和

名师的指点让谢明的琴技增长一日千里。在

美国就读期间，他参加过第 28 届意大利瓦伦

西亚国际钢琴比赛、田纳西国际钢琴比赛、第

六届雅马哈国际钢琴比赛等国际大赛并获

奖。时隔四年后，重新参加世界上最重要的

国际钢琴比赛之一的悉尼钢琴大赛，年仅 22
岁的谢明成为最年轻的演奏家之一。

据悉，近年来，谢明的演奏日臻成熟，他

的钢琴音乐会涵盖了北美、南美、欧洲、澳洲

的各大城市，所到之处受到国外乐迷们的热

烈欢迎，是国际乐坛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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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古镇又在拍微电影了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我市获四川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项目创新高

本报讯 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 3 月

25 日举行，我市企事业单位参与的 8 个项目

中，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4 个，且 3 项获奖项目中作为主

研单位，5 项获奖项目作为参与单位，创造历

史最好成绩，折射出我市科技创新攻坚行动

取得的新成效。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 2018 年

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287 个项目

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企业成创新主体，

产学研协同成主流，“5+1”产业正成为四川科

技创新“主战场”之一。

其中，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矿参与的“寒武

系特大型低孔碳酸盐岩气藏整体高效开发的

理论与关键技术创新”项目、由遂宁市安居区

永丰绿色五二四红苕专业合作社参与的“优

质专用甘薯产业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推广”

项目、均荣获科技进步一等奖；由天齐锂业

股份有限公司主导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锂

材料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由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

司川中油气矿参与的“非常规气藏开发井下

关键装备研制与应用”，均荣获科技进步二

等奖；由四川蓝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导的

“高可靠恒流驱动与保护系列功率集成电路

的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由遂宁市中

心医院主导的“超声微泡造影剂在超声消融

治疗子宫肌瘤中的增效作用研究”项目、由

遂宁市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参与的“无甲醛

防活性涂料印染粘合剂及其应用产业化”项

目以及依托高金公司的四川科领生猪技术

研究院参与的“常用饲料添加剂在猪上的安

全使用技术构建与应用”项目，均荣获科技进

步三等奖。 （全媒体记者 胡蓉）

拍摄两分钟，布景两小时

影片大概内容是，老王的老伴儿已经去世

了，独自在遂宁龙凤古镇生活好几年的他十分

渴望亲情的温暖。一天，小镇来了一个外地女

子秀芹。秀芹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卖部，两人慢

慢有了交集，在相互帮助中，两人的感情渐渐

升温，走到了一块儿。

一天，身体不适的老王被女儿带去体检，

医生说老王有艾滋病。家人的不理解和蔑视

让老王很受伤。后来，医生说老王的艾滋病是

误诊。警报解除的老王很高兴的去找秀芹，发

现秀芹搬走了。经多方寻找到秀芹后，秀芹告

诉他，其实她是艾滋病患者，是被逼无奈下为

了筹钱救孩子卖血而感染……最后，老王成为

了一名防艾志愿者。

“艾滋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个

需要关爱的群体。我们希望通过影片让更多

的人重新认识这个群体，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这

个群体，给他们多一些的关爱。”《在那些日子

里》编剧之一王圣博告诉记者。

3 月 25 日下午，记者赶到片场时，摄制组

正在仁里场拍摄一场夜戏。白天拍夜戏，对光

线的把控特别严格，道具组正在按照导演的要

求布景：遮光、用特制的纸包裹原有的灯组

……一个细节大家都不想懈怠。

“墙上的照片往左上一点，再上一点，挂历

再上去一点……”对照着现场监视器，强军提

出严格的要求。强军的严格给学生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也深深发感染着学生。“像我们影片

里的切菜、洒水等镜头，老师都会亲自示范，他

对戏的一丝不苟、严格要求都让我深深折服

……”说起老师的较真，导演组的向明有着说

不完的话。

“在片场，这种情况常常见到，常常是拍摄

两分钟的场景，而布景两小时都不止，哪怕是

背景的一个细节我们都要做到分毫不差。”道

具组的同学一边忙着布景，一边告诉记者。

拍摄电影需要多个部门的综合协调，来遂

的四川传媒学院摄影系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

的 43 名师生分成了编剧组、导演组、摄影组、

灯光组、录音组、制片组等多个组别，在大家的

默契配合下，《在那些日子里》拍摄有序进行。

景美、人美，遂宁感动摄制组

《在那些日子里》在遂宁拍摄十天。这十

天，美丽的遂宁景、热情的遂宁人深深地打动

着这群即将踏入社会的学子。

张莹月是影片《在那些日子里》制片组的

成员，她说，遂宁人的热情将让她终生难忘。

刚到龙凤古镇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张莹月和

同学赶到拍摄地时，那户居民未在家，他们只

得在门口等。隔壁老奶奶得知这情况后，便将

同学们叫到她的杂货铺避雨，烧热水给同学们

喝，还背着小孙孙给张莹月领路，带张莹月到

邻居常去的地方找他。“老奶奶的脚有些不灵

便，却依旧那么热情。”想起老奶奶一高一低的

背影，张莹月几度哽咽。

“还有就是遂宁的滴滴师傅也很热情，不

仅告诉我路线，还给我介绍遂宁的风土人情，

遂宁的美食。”热情的遂宁人给张莹月留下了

美好的印象。

热情的遂宁人深深地打动着这群外来的

客人，优美的遂宁景也悄悄地浸润他们的心

田。“遂宁的环境很好，空气很优良，取景很有

优势，因为这里本身很美，随处拍下便是美景，

会给后期剪辑节省很多功夫。”影片《在那些日

子里》摄制组的付思聪评价说。

五次来遂，让更多人看到美丽遂宁

此次拍摄是强军和他的团队第五次来遂

宁，前四次都是来遂宁采风、选址。强军介绍

说，经过前期多次到各地踏勘采风，最终选择

了将遂宁龙凤古镇作为影片的拍摄场地。

“因为遂宁区位优势好特别好，文化古迹

特别多，特别是龙凤古镇有着非常好的文化底

蕴，这部影片非常适合剧组在这里拍摄。它的

建筑和旅游都非常有特色，在我们的片子里

面，会展现龙凤古镇的一些特色。”强军如是评

价。

峨眉电影制片厂演员代文君是影片中秀

芹的扮演者，身为大英人的她此次回到家乡拍

戏感触良多，她说：“回到自己的故乡拍戏，非

常兴奋。这次我们这部戏是在龙凤古镇拍，龙

凤古镇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古镇，这个地方的

风景也非常的好看。我们遂宁现在的发展特

别好，希望测通过影片有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

遂宁，来看看我们美丽的遂宁。”

3 月 22 日，遂宁市船山区龙凤古镇来了一群特
殊的年轻人。一到古镇，这些年轻人拿着手里的
摄影机寻找合适的位置，布场景、化妆、搭机位
……他们是四川传媒学院摄影系的学生，在这里来
拍摄毕业作品《在那些日子里》。

《在那些日子里》是一部由四川传媒学院摄影
系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学生联合制作的 4K 超高清
微电影，由四川传媒学院摄影系主任强军指导。
影片主要围绕小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亲情关
怀等展开。

剧照

拍摄现场

布景

科学规划
文旅融合不可复制

春日，行走在卧龙湖畔，苍翠的草木、清

新的空气以及袅袅的梵音，令人倍感放松。

一 直 以 来 ，遂 宁 城 西 的 广 德 寺 、卧 龙

山、卧龙湖一带因厚重的人文景观和优美

的自然风光，备受市民游客的青睐，是认可

的“让心灵静下来”的好去处。随着禅香小
镇的规划建设，这方水土给了人们更多的
期待。

2018 年 3 月 20 日，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与中绿集团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就广
德观音文化园项目的开发达成共识，计划在
三到五年内，由企业投资建设，打造一个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禅香产业示范小镇。一年
后，也就是今年 3 月 19 日，遂宁禅香小镇开
工仪式举行，这标志着中国首个禅香特色小
镇正式拉开建设帷幕。

遂宁禅香小镇的建设是我市西山片区特
别是广德寺周边风景区的再一次提升。该
项目紧临广德寺风景区，环抱卧龙山和卧龙
湖等山水自然景观，占地面积约 2211 亩，投
资约 27 亿元，将依托遂宁观音文化，融汇全
球香道精华，以“禅”“香”产业双驱动，打造
有世界影响力的心灵度假与禅修圣地。

如今，建设文旅小镇、特色小镇成为许多

地 方 和 企 业 融 入 文 旅 发 展 大 格 局 的 切 入

点。不过，随着各式各样文旅小镇逐渐进入

公众视野，人们对小镇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

也越来越关注。如同质化现象浮现，有特色

的文化产品相对较少，对当地经济带动作用

有限，一、二、三产业间联动效果不明显等。

遂宁“禅香小镇”则具不可复制性，项目
不但吸取无锡拈花湾及国内外优秀小镇项
目的精华，还深挖遂宁观音文化，整合日本、
印度等主要香产业输出国和地区优质资源。

依托产业
力争实现年产值20亿

据了解，遂宁“禅香小镇”项目将立足遂
宁“观音故里”文化基因，挖掘遂宁传统农业
文化，把“香”产业从福建引进到遂宁，通过
3-5 年的建设，打造以“禅”“香”双驱动的文
化体验园，运营农业科技展览、康养旅游、文

化旅游体验产业，以具体产业带动特色小镇

建设，联动遂宁一二三产业发展，助推遂宁

经济产业发展。

“与很多农旅项目不同，遂宁禅香小镇主

要是依托产业带动文旅发展。”中绿集团副

总裁兼中绿农旅本部总经理叶斌说，该项目

将以“香”为产业特色，种植柏香、沉香等经

济价值高的香料作物，导入花卉和水果种

植，形成“名香种植、制香观光、香道文化体

验、香业展示交易、香道创客”为一体的“香

道”完整产业链，一二三产联动，成为“农

业+、创业+、文旅+、生活+”三产融合、六产

共生特色小镇。

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农匠、工匠和

文匠三大创客群体，力争引入 100 家香创企

业，同时，举办禅香产业和农旅小镇等大型活
动，使小镇集“种香、吃香、闻香、玩香、寝香、
鉴香、禅修、康养、体验”于一体。力争实现项
目年产值 20 亿，每年吸引 160 万人次游客。

“禅香小镇是中绿农旅在西南地区最重
要的标杆项目，以产业带动文旅，以文旅带
动 人 流 、以 人 流 带 动 消 费 、以 消 费 兴 旺 产
业。”叶斌说，建设目标是要让田园变公园、
田园变家园、田园变花园、田园变乐园、田园
变创业园，把项目打造成为处处有美景、处
处有文创、处处有消费、处处有人流的可持
续的“小而美”的特色品牌。

落户遂宁
心灵度假将增新目的地

遂宁禅香小镇将会是全国首个禅香特色
小镇，其落地遂宁不是偶然。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观音文化”是遂

宁文化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近年来，我市

深度挖掘观音文化内涵，利用皇家禅林广德

寺、蜀中名刹灵泉寺以及大批文化旅游项

目，推动观音文化由静态遗存展示向活态文

化利用转变。

除此之外，遂宁不但是观音文化之乡，同

时也是一座养心生态城市。

中 绿 集 团 总 部 位 于 厦 门 ，创 立 于 1998
年，已经从农业种植发展到农业全产业链打

造，从引领快消品消费时尚到打造一二三产

融合的第六产业，发展成为以“中绿食品”和

“中绿农旅”两大业态双聚焦，打造绿色健康

生活大平台的复合型投资集团。

2015 年，中绿集团在遂宁的蓬溪县金桥

工业园区发展了一个加工厂，良好的投资发

展环境增强了集团在遂发展信心，加之对遂

宁深厚的发展历史、观音文化有了更深层次

的了解，其投资农旅小镇的发展意愿便越来

越强烈。

正是这些原因，促成了禅香小镇在遂宁

落地。该项目在助推遂宁打造心灵度假禅

修胜地和香道文化产业聚集地，实现三产联

动和带动周边居民共同致富，扩大“观音故

里”城市名片影响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积极

的作用。

据介绍，目前我市已经成立了专门的领

导小组，协调解决项目推进的重大问题，整

个项目工期定为三年，每一个月工期计划已

经制定好，将有序进行施工，半个月一次考

核，一个月一次总结，项目负责人将每周一

次到现场进行监工，解决现场出现的任何问

题，全力推进项目的建设。

禅香禅香小镇小镇：：打造心灵度假打造心灵度假胜地胜地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3 月 19 日，中绿农旅遂宁禅香小镇开工仪式在遂宁举
行。

据了解，中绿农旅禅香小镇项目总规划范围约 2211
亩，位于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紧邻千年古寺广德寺，环
抱卧龙山和卧龙湖等山水自然景观，形成山、水、寺、观、
田、林、村的景观文化资源占位，是中国首个禅香特色小
镇。

什么是禅香特色小镇？为什么要建、怎么建？有些什
么特色和意义？《巴蜀周末》记者对此进行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