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梵慧寺摩崖造像 修缮后的福音堂 获得专项资金补助的民营博物馆“安居人家

4月 15日傍晚，巴黎圣母院 800多年历史的哥特式古建筑因大火付之一炬。这场举世关注的火灾，再次给文物保护敲响了警钟。
2018年年初，遂宁市设立了市级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形成多方参与的文物保护协调机制，全方位保护古建筑免受火灾等意外的

侵袭。专项资金设立的一年多来，遂宁未再发生一起文物火灾事故等意外。专项资金是如何使用的？使用在了哪些地方？给我市文
物保护带来了哪些益处？记者对此进行了关注。

数学老师“歪”成美术老师了 水墨漫画揭露社会现实 用镜头记录感动瞬间

文艺家小传

刘子茂，遂宁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委员。
作品先后获全国勤廉成语漫画大赛入围奖、四川省第九届漫画双年展一等奖、
四川省第五届漫画展二等奖等。微电影《欠你一个道歉》荣获全国中小学影视
评比金奖，微电影《最美少年》荣获 2014年遂宁市文艺精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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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尧：
好支书带领村民改善环境

“张大叔，收了油菜后，菜子秆秆不要在

地里焚烧哟，收集起来堆在地的一角……”这

些天，适逢农村地里收割油菜，遂宁市大英县

金元镇石宝沟村党支部书记李兴尧就忙着挨

家挨户打招呼，叮嘱乡亲们不要焚烧秸秆。

李兴尧告诉记者，虽然这两年大家不再

乱焚烧秸秆了，每到农事收获的时节，他还是

要挨家挨户打个招呼，用他的话说是“再走一

遍，心里要踏实些。之前在有的村民眼里，是

管闲事、话多，我觉得值。”

出生于 1968 年的李兴尧今年 51 岁。在

2017 年 1 月石宝沟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他

当选为石宝沟村新一届党支部书记。

石宝沟村座落于大英县金元镇东北角，

距金元镇政府 3 公里，与隆盛镇连界位于隆

金路沿线，交通十分方便。如今石宝沟村是

一个清洁、美观、整洁的村庄。而村民们印象

中，两年前村子可不是这般模样。

两年前，村里公路沿线白色垃圾到处可

见，居民的房前屋后堆放的村草杂乱，河道里

的水葫芦长的满满的，漂浮物满河都是，严重

影响了水的生态，也污染了整个水源，秸秆到

处燃烧，黑斑随处可见，严重影响了村里的风

貌……李兴尧上任伊始，便决定以身作则，他

带领党员干部，顶着烈日冒着雨，给村民做宣

传工作。刚开始，村民不理解，有人风言风

语，有人不仅反感还有抵触情绪。

认真分析情况后，李兴尧决定从自己身

边的亲朋好友们的解释工作做起，到他们家

里聊天拉家常、联络感情、了解困难、解释宣

传政策，有时一坐就是几小时，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慢慢的，亲朋好友理解了，也支持工

作了，主动把自己家里卫生打扫干净，柴草也

堆放整齐，秸秆不要的也全部放在空地，让它

烂掉做成有机肥，不再焚烧秸秆。就这样，其

他村民也无话可说，都跟着行动起来。随后，

李兴尧带领村两委、村民代表，4 天内彻底整

治了隆金路沿线及河道内的垃圾、漂浮物，环

境卫生得到了彻底的清理，秸秆焚烧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修建垃圾屋、

垃圾池，对生活垃圾进行了定点规范投放。

慢慢地，石宝沟村变成了一个清洁、美观、整

洁的村庄。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保护金让“沉睡”文物“活起来”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刘子茂：精彩有趣的漫画人生
◎全媒体记者 胡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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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再掀“厕所革命”

本报讯 7 日，遂宁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推进会举行，来自遂宁市直单位及各

县（区）相关负责人，走进乡村，走进农户家，

参观遂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现状与成效。

作为遂宁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现场

推进会的参观点位之一，遂宁市船山区三元

桥村马家湾村民曾贤勇家改厕采用的沼改厕

模式，成为大家观摩的焦点。看到改造后的

厕所既干净，沼渣沼液又能直接用于农业生

产时，大家都竖起了大拇指。

“以往一到夏天，臭味多远都能闻到，现

在通过改造，农村厕所一点不比城里差。”曾

贤勇坦言，房前瓜果飘香，屋后干净整洁，居

住起来让人心情舒畅。

三元桥村马家湾位于船山区十里荷花景

区内，院落内约有农户 14 户，常年在家 5 户，

厕所多为农村旱厕，厕坑外露，不符合卫生厕

所标准。按照优先改造有人长期居住农户的

原则，船山区对其中 5 户进行了改厕，并根据

各户实际情况，分别使用了沼改厕模式和旱

厕改三格式化粪池模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是乡村振兴的硬

仗，“厕所革命”不仅是一项重要基础工程，更

是一项文明工程、民生工程，也是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的短板。

据介绍，遂宁目前共完成改厕 34.87 万

户，普及率为 41.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8.3
个百分点。根据全省统一安排部署，到今年

底，遂宁需要改造户厕 28.67 万户，农村户用

卫 生 厕 所 普 及 率 要 从 现 在 的 41.5% 提 高 到

70%。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

遂宁高度重视农村“厕所革命”，8 个市级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

行动的指导意见，并将农村“厕所革命”列为

今年遂宁 30 件民生实事强力推进。

农村厕所改造“三分在建，七分在管”，厕

所建得好，更要用得好。当天的全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会议要求，要对单家

独户、多户联户、集中聚居点等不同模式，采

取切实管用的管护模式。同时，加快构建政

府、市场、企业、农民等多方参与的利益联接

机制，让农民建得放心、用得舒心，确保改厕

工作真正发挥实效。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福音堂多年隐患被排除

7 日，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来到

位于市城区北辰街福音堂，这座基督教堂在

雨中显得格外宁静。三三两两撑着雨伞游

览的游客，也是轻手轻脚的。

福音堂已有 100 余年的历史，在人们的

印象中，如此年龄的建筑多是饱经风霜的，

而眼前的福音堂，在具备历史赋予其的厚重

感外，却并无太多沧桑，仿佛正值“壮年”。

作为遂宁地标性建筑之一，福音堂也是

遂宁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教堂坐东向

西，四合院布局，由礼拜堂、左右厢房和钟楼

组成，中西风格结合，是我市近现代宗教活

动的历史见证。

福音堂地处城市商业中心，游客及信徒

众多。然而随着岁月风霜的侵蚀，特别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礼拜堂主体墙多处出

现裂缝，墙体砖风化严重，瓦屋面漏雨，木质

门窗损毁腐朽。为保护文物及排除各种安

全隐患，福音堂启动了修缮加固工程，并于

2018 年 7 月竣工。

“福音堂修缮加固工程一部分资金是市

基督教福音堂管委会自筹的，一部分来自市

级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补贴。对福音

堂的礼拜堂和两边厢房进行了下架维修，并

恢复了打钟楼。”市文物局局长何瀛中说。

福 音 堂 是 文 物 ，也 是 遂 宁 人 的 情 感 寄

托。过去，遂宁居民多数没有座钟，更没有

手表，福音堂打钟楼的钟声便是人们的钟

表。此次修缮，不仅排除了各种安全隐患，

留住了市民的记忆，而且使福音堂变得更为

引人入胜。

24小时监控安居摩崖造像

作为佛教文化兴盛的观音故里，遂宁保

存下来的摩崖石刻种类十分丰富。在遂宁

市安居区，无论是寺庙中，还是田野间，造诣

精深的摩崖石刻随处可见。这些摩崖造像

体现了遂宁古代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借景发

挥，用艺术家的构思，在一块巨石上，融自然

与人文之美，将慈祥、和善、威猛、静与动美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这些散落乡野的珍贵文物，因为没

有物防、技防措施，没有专人看管，很容易被

盗窃分子盯上，使得物品被盗不易及时发

现，甚至有的发现被盗后也未及时报案。

2017 年 4 月至 7 月，遂宁市安居区石洞

镇、三家镇、拦江镇、磨溪镇等地相继发生了

石刻佛像的盗窃案件。经文物专家鉴定，被

追回的 27 件寺庙物品中，有 23 件文物，其中

两件三级文物、11 件一般文物，包括佛头、佛

身、香炉底座、菩萨塑像底座等。其中明代

罗汉头 6 件、宋代佛头 3 件。

“几起寺庙被盗案都发生在偏远农村地

区。”何瀛中说，遂宁的摩崖造像是地方宗

教、社会文化等不可再生历史文化资源，十

分珍贵。市级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设立

后，对安居区鲁班村千佛岩、长年坡摩崖造

像、梵慧寺摩崖造像等 8 处石刻，进行了保护

标志建设和监控设施建设，租用“雪亮”工程

平台，利用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实现 24 小

时监控。

300万专项资金为文物保驾护航

来到射洪县广兴镇龙宝山村 5 组的陈子

昂墓，眼前是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工人们

正在加紧施工，以赶在汛期前结束工程。

陈子昂是开盛唐一代诗风的大诗人，在

中 国 灿 若 星 河 的 文 学 天 空 中 占 有 重 要 地

位。陈子昂墓原位于独坐山，为土塚墓，坐

西 向 东 ，墓 前 原 有 石 碑 3 块 ，于 1958 年 损

毁。“1988 年和 1992 年射洪县人民政府拨专

款在原墓址上进行了修复。”何瀛中说，本次

工程主要是对陈子昂墓碑、围墙等残损构建

进行修缮，以及改善入墓园的道路状况。

除此之外，因多年失修，房屋多处腐烂变

形的中共遂蓬南中心县委旧址；因建筑柱头

被白蚁严重蛀伤，房屋内部墙壁出现裂纹并

有轻微倾斜的金华文庙；因屋顶、外墙柱梁、

门窗及墙面严重破损的沱牌镇瓮城李家祠

等，都将从市级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中分

配到资金进行修缮。

据 了 解 ，遂 宁 市 有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2570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 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29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9
处、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88 处、文物保护

点 2305 处。

“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可以向上争取

资金，但多年来遂宁市级及以下文物没有专

项资金，不少文物事实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

态，面临着损毁和盗窃的危险。”何瀛中告诉

记者，随着市级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设

立，这一现状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据介绍，遂宁市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每年为 300 万元，分配和使用坚持“抢救为

主、突出重点”的原则。抢救为主是指对一

些已有损毁和安全隐患的文物进行修缮保

护，突出重点是指对一些重点文物进行关

注。这样最大化地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1987 年，遂宁市船山区仁里镇常林小

学发生一件稀罕事：被校长看重的青年数

学教师刘子茂，带完初三交出满意成绩后，

主动申请去教美术。

如油滴入了水，整个乡镇都热闹了。

当时，作主科的数学老师无疑很吃香，却偏

要去当不受重视的副科美术教师，刘子茂

这个举动，在亲朋好友眼中简直“昏头了”。

校长劝过，母亲打过，哥哥骂过，21 岁

的刘子茂却坚持不改想法。最后，他成了

常林小学第一位美术老师。这个举动导致

即使 30 年后，刘子茂依然常被 90 岁的老母

亲念叨。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一边给母

亲端来牛奶，一边好脾气的回答“嗯，你说

的对”，私底下，却从不曾后悔这个选择。

时光再往前走，就会发现，刘子茂的选

择早已有迹可循。小学时他就爱画画，照

着教材上的画，在已写完的小字本背后画

出生动的作品，参考《小马过河》所绘出的

马，让前来收购产品的供销社人员赞不绝

口；进入遂宁师校，幸运地遇见美术高级讲

师赖征堡，课堂上一幅幅“犹如魔术”的国

画，为他打开了那一扇艺术启蒙之门。

因为热爱，蚊虫最凶猛的 7 月，刘子茂

可以在老家竹林旁面不改色地呆上一整

天，毕业后风雨不改地每周三下午去赖老

师家拜访学习评画，放弃主课老师的优厚

待遇去教美术……那个夏天，一个风华正

茂的遂宁青年，开始了他对美术长达 30 余

年的不悔道路。

党旗下红心坚固，是为百姓鲜活跳动

着的。然一支标志着“贿”的弓箭，却将红

心穿透……一幅《这些官员心太软》的漫

画，以画为镜，拉响官场警钟长鸣。这幅荣

获省第九届漫画双年展一等奖的漫画，作

者是刘子茂。

师从遂宁国画名人赖征堡，成为遂宁

水墨漫画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刘子茂用

“顺其自然”阐释了转变。这一点，或许与

他骨子里喜欢创新、热爱学习的因素有关。

1996 年，长期在教育一线工作的刘子

茂发现，一些家长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的厚望，对孩子管教特别严，结果导致有的

学生承受不住压力，学习反而下降。看到

这个现象后，刘子茂决定用分别象征父母、

书本和保健品的三座大山，形象地描绘出

当前学生受到的巨大压力。这幅作品被

《中国教育报》刊登，引发教育界“给孩子减

负”的众多声音。

在刘子茂看来，漫画必须紧跟时代，不

断创新。当小广告在楼梯间、电线杆上“疯

狂”的时候，他画出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弥

勒被小广告淹没的夸张漫画，表现人们对

待街头小广告的厌恶之情；在地沟油“人人

自危”的时候，盘子里要送去检测的汉堡包

样品中间，夹着厚厚的几叠人民币，讽刺的

手法，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食品安全卫生的

问题……因紧接现实，2015 年，四川省第一

届水墨漫画大赛中，刘子茂是遂宁区域唯

一有两幅作品入选的漫画家。

近年，遂宁微电影迎来高峰期。而在

遂宁还没有“微电影”这个概念时，刘子茂

已经拍出了让全国都感动的微电影镜头。

以一场撞车的误会开始，两位小学生

洗掉最初的偏见走入聋哑少年瞿超的生

活，展示他那无声却灿烂的世界。这是刘

子茂 2013 年为消除人们对聋哑人群的误

解，拍摄的微电影《欠你一个道歉》。优酷

网上点击破千，网友好评如潮，并让刘子茂

捧回了第十届中国中小学校园影视奖评选

活动校园文艺评比金奖。

这不是他获奖的第一部微电影。2007
年，因为好奇刚接触摄影所拍摄的《电视台

走进我们校园》，就在第四届全国中小学校

园电视优秀节目评选中荣获银奖。

他的拍摄对象，都是小人物的人性真

善美，素材来源于生活。遂宁一个小女孩，

因不良习惯被母亲用刀划伤脸部。新闻随

后被中央电视所报道。家访过程中，她意

外得知报道后，小女孩身边很多人，都对这

个家庭进行了帮助，刘子茂遂产生对女孩

遭遇做后续报道的想法。他扛来摄像机，

跟着小女孩的身影进行拍摄。这部最后被

命名《爱心唤回亲情》的微电影，在社会引

起很长一段时间的热议。

与很多微电影不同，刘子茂的电影没

有剧本。他只用镜头记录应该记录的画

面，事后再用稿子将画面串联起来。而今

后，他还将拍摄更多关注社会、关注人们生

活的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