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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张仕芳：
助人为乐的最美志愿者

在射洪县太兴乡，一提及张仕芳，人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称赞她是太兴乡“最美的志愿

者”。

2016 年，张仕芳当选为太兴乡万寿社区

社区书记。此前，她是万寿社区主任，一直为

社区的大小事务奔忙。

五年前，在张仕芳的努力下，太兴乡万寿

社区成立了一支文明帮扶自愿者队伍。这支

队伍从小事做起，集体出动打扫街道卫生；到

敬老院为老人理发、修指甲；到缺劳动力的农

田里帮忙栽秧、收割油菜、小麦等。经过五年

的发展，这支队伍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百

人。在这一百多名的红帽红袖标自愿者影响

下，该社区的精神文明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尊老爱幼互相谦让的社会风气正逐渐形

成，帮邻帮户的公德意识正逐渐显现。

张仕芳还组织社区志愿者队员利用空闲

时间，自编自导了孝德文化作品十多部，如

《留守儿童成长记》《野菜饼子面叶汤》《老来

难》《三个媳妇争婆婆》等等。特别是《留守儿

童成长记》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该剧先后在成

都、德阳、遂宁、南充、射洪、巴中、彭州、华

阳、眉山等地义务演出 150 余场次，深受好

评。“通过这些演出的影响，在我们社区，尊老

爱老的风气正在形成；好多外出打工的家长

都回来陪伴娃娃，留守学生的数量正在减少

……”说起这些可喜的变化，言语间透露着张

仕芳的喜悦。

在太兴乡，无论谁家遇到困难，只要张仕

芳知晓，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年 8 月，太兴

乡 9 村有两兄弟患上肝癌，张仕芳立即组织

到场镇、进社区为兄弟俩募捐，最终为兄弟俩

筹集善款 3 万余元；2017 年 3 月 9 日，射洪县

金华中学高二学生小容身患重大疾病，张仕

芳通过捐款和组织志愿者募捐，将爱心款 2
万元交到小容家长手里 ; 2015 年 8 月，射洪

中学小连与射洪县柳树中学小明两名学生急

需医疗费支助，张仕芳立即召集自愿者利用

赶集上午，在“志愿者之家”门前进行募捐活

动，在她的带头下，收到捐款 8463 元，并分别

送到两名学生家长手中。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何琪：有感情的作品才有灵魂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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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晚的第十二届中国音乐
“金钟奖”四川赛区颁奖晚会的颁奖
嘉宾中，有一个身影让遂宁人引以为
傲，他就是歌手、词曲创作人、编曲、
音乐制作人——何琪。

何琪，这位从遂宁走出去的音乐
人，这些年里为许多歌曲作了编曲：
《香巴拉信使》（第 26 届金鸡奖最佳
作曲）《菊美多吉》《十八洞村》等电影
主题曲；《毕业生》《谈判官》等电视剧
主题曲 /片尾曲；音乐剧《杜拉拉升职
记》作曲；歌舞剧《幸福在路上》编曲，
制作；2019 年央视春晚井冈山分会场
音乐总监；2019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闭幕式暨颁奖礼音乐总监……

何琪，毕业于山东财政学院 99 级
财政系，这位非科班出身的著名音乐
人，他的音乐成长之路引人探索。

7月 1日起，社保“一卡通”
将发放 39项财政补贴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我市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资金、退耕还林直补退耕农户资金、过渡期生

活救助金、公租房租赁补贴资金等 39 项惠民

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将统一纳入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发放。

据介绍，按照便民、利民的原则，全市城

乡居民可自愿选择省内银行网点办理。目前

我市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

遂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遂宁分行、中国银行

遂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遂宁分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遂宁分行、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蓬溪

农村商业银行、射洪农村商业银行、大英农村

商业银行、遂宁银行。

年满 16 周岁的成年人，需本人持有效身

份证（二代）到就近的银行任意网点均可办

理。未成年人（16 周岁以下的人群），需持法

定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到银行任意网点办

理：法定监护人和未成年人在同一户口簿上

的 (监护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户口簿原件）；

法定监护人和未成年人不在同一户口簿的

（监护人和未成年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未成

年人出生证明）。

据悉，未领取社会保障卡的城乡居民均

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省内就近银行网点

查询办理情况，已办理的到发卡银行领取，未

办理的可自愿选择银行网点即时办理（即办

即取），持有本省其他市（州）社会保障卡的享

受补贴人员，不用重新办理；持有省外社会保

障卡在本市享受补贴人员需重新办理一张省

内社会保障卡。已领取社会保障卡的城乡居

民，因居住地发生变化、附近无发卡银行网点

等原因，确需换行、换卡的，需先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障卡服务窗口注销社保

功能，再到发卡银行网点注销其金融账户，便

可自主选择银行网点重新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保障卡需激活才能

正常使用，激活需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省

内发卡银行任意网点设置金融帐户和社保帐

户密码。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现代都市里的汉服聚会

“今年的端午节，我们会穿上汉服一起去

湿地公园”。悦汉服的组织者欧阳倩告诉记

者，今年端午当天，她们会穿上汉服聚在一

起 .佩香囊、吃粽子，傍晚时分会在九连洲生

态湿地公园散步。计划端午那天在湿地公

园逛逛的朋友，也许能一饱眼福。

“悦汉服”是欧阳倩今年刚组织的汉服

团，里面有 17 位“汉服迷”。这个 28 岁的姑娘，

是遂宁穿汉服的“老资格”：早在十年前，这位

遂宁二中学生因受表姐的影响，曾为遂宁汉服

迷中的一员。毕业后回到家乡，因为喜欢汉

服，她身边很快聚集一群同样爱好的朋友。

“十年前遂宁穿汉服的人很少，走在街头

简直像看稀奇一样。”欧阳倩回忆道。

这样的汉服小团体，在遂宁并不少。根

据不完全统计，在遂宁城内，因爱好汉服走

到一起的朋友圈，已经从 2009 年的十几人，

发展到了现在的 700 余人。每到节假日或传

统节日，大家都会穿上汉服组织主题聚会，

还会一起温习传统礼仪，一起追忆博大精深

的文化传统。

现在遂宁城的汉服圈子里，年龄最小的

有初中生，年龄大的则是六十岁的老人，以

年轻人为主。其中，女性居多 ,男性偏少。她

们定期举办汉舞、汉礼、诗词鉴赏、射艺等传

统文化活动。在她们中间，有古筝演奏家、古

典诗词爱好者、香道传承人等，来自各行各

业，共同怀有对华夏文明的热爱和追求，成为

推广汉服文化的“主力军”。

常被误认为穿古装玩穿越

花朝节，这个曾与八月十五中秋节齐名、

近代以来却迅速衰落的传统节日，近来备受

“汉服迷”们喜爱。

3 月，伴随着浅红深红的桃花一簇一簇，

射洪城郊的桃花山上也热闹起来了。身着

汉服的姚强华就是这时上山的。和她一起

上山过花朝节的，还有二十余位汉服爱好者

们。她们是来自射洪铁马汉服队的，平均年

龄已经在 50 岁了。

当这 群 身 着 色 彩 缤 纷 、宽 大 裙 幅 逶 迤

身后的汉服群，一出现在桃花山上时，立即

引得游客们纷纷驻足观看，更有游玩者一

路“追随”他们的脚步。与旗袍的源远流长

相比，汉服在遂宁仍属“潮装”，游走在桃

花山上的各个角落都少不了上前求合影的

游客。

“我家里也有旗袍。”5 年前接触到汉服

时，射洪中医院的医护人员姚强华一下就

“入了迷”。这位彼时 51 岁的射洪阿姨不仅

自己参加铁马汉服队、编排汉舞，更带动着

身边的同龄人喜欢汉服，这支老年汉服队成

为了遂宁的一道风景。“汉服有汉民族文化

的精髓和内涵。我们希望借助服饰，来唤起

现代人重拾一些已被遗忘的传统文化。”

“不过穿着汉服的时候，还是有人认为我

们在穿古装玩穿越。”在遂宁读书的内江姑

娘郑婧就曾遭遇过这种苦恼。这位学习机

械制造专业的年轻姑娘曾穿汉服去打车逛

街，的哥说了句令她颇为尴尬的话：“哇！穿

越了，美女是唱戏的？”

爱好汉服的满满告诉记者，汉服的全称

是“汉民族传统服饰”，从黄帝“垂衣裳而天

下治”就有了，除了近代一度中断，汉服已有

数千年的历史。在现代社会，汉服应属于汉

族人的一种正常衣着，就如同满族、藏族等

民族服饰一样，而非许多人眼中的“古装”，

穿汉服也并不是“玩穿越”。

遂宁“同袍”弘扬传统文化

在汉服爱好者之间，彼此敬称“同袍”，

此称呼起源于《诗经》。对她们而言，汉服并

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如同一扇打开中国传

统文化的窗口，以此让她们深入探索中国悠

久的历史和人文底蕴。

五年前，受好友影响，遂宁民警宋代莉一

下就迷上了汉服，身着警服的她英姿飒爽，

穿上汉服的她仙气飘飘，不同的风格却同样

吸引着身边人的视线。然而宋代莉觉得，迷

上汉服，最大的收获是传统文化的深植。“古

典诗词与汉服更配”，成为汉服迷的一员后，

这位百步穿杨的女特警更喜爱古诗词了。

2017 年，她与表妹更是亮相东方卫视《诗书

中华》舞台，向蝉联该节目四届的卫冕冠军

发起了冲锋。

而随着汉服团队在遂宁的增多，她们的

活动也日益丰富：七夕乞巧、中秋拜月、祭孔

典礼等活动，让汉服走进更多人的视野。“我

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仪式感，挖掘中国传统文

化的内核，让大家找到共同的归属感和文化

自 信 。”汉 唐 花 旦 汉 服 社 社 长 大 泷 告 诉 记

者，因为要维护高考环境，她们准备于高考

后在中心商业区搞汉服快闪，让更多的人认

识汉服。

去年，方坤婚礼组织者，就曾在遂宁组织

参与过 2 次汉婚婚礼，从服装、礼器、场景布

置到具体礼节，全部按照礼仪来完成。作为

汉服的推广者，方坤希望将来汉服可以被更

多人所接受，甚至成为时尚、潮流，被更多普

通人穿到生活中。

“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是与自然交融的和谐之美，“丝衣其紑，载弁俅俅”
是盛大瑰丽的礼仪之美，“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是娉婷窈窕的少女之美。古老
的曲裾，朴素的直裾，娇俏的襦裙……典雅的汉服，浓缩了华夏大地最古老的文明，
传承千年仍闪耀光芒。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从 2009 年第一套汉服现身遂宁街头至
今。十年时间，遂宁的“汉服迷”们已经有 700 余人。每到传统或重大节日，她们就
会穿上各式汉服聚在一起，融合古典诗词、古琴、茶道、香道、汉舞等形式，展示汉服
之美，温习传统礼仪。

遂宁有群遂宁有群““汉服迷汉服迷””
◎全媒体记者 胡蓉

身穿汉服朗诵《三字经》

汉服活动弘扬传统文化

穿上汉服的遂宁民警宋代莉

2003 年，大学毕业的何琪想去北京追寻

自己的音乐梦。这着实让父亲吃了一惊，原

本按照规划，何琪大学毕业后应该考机关。

何世平也开明，认为男孩子可以去闯一闯，于

是便放了何琪去北京。

“本来去北京前，就经朋友介绍说可以去

一个音乐公司上班。到了后才发现那是一个

皮包公司。”“我在北京还算好的，物质上没吃

过多少苦，起码没住过地下室，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三个人住一间屋子……”回想起最初到

北京的日子，何琪脸上一直带着浅浅的笑容。

不久，经人介绍，何琪到著名作曲家舒楠

工作室当助手。2005 年，何琪参予舒楠音乐工

作室和香港华纳唱片公司的多张唱片制作，担

任词曲、编曲、制作等职务，承接制作“中国电

影百年晚会”现场音乐。“中国电影金鸡奖开幕

及颁奖晚会”现场音乐及“张艺谋电影《千里走

单骑》首映式”现场音乐。

随后，何琪担任舒楠工作室电影《香巴

拉信使》、电视剧《男儿本色》配乐创作工作，

任编曲和制作。《香巴拉信使》于 2007 年获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作曲奖”。

2008 年，由韩红、王力宏及孙燕姿等演唱

奥运征歌十佳作品《站起来》（电影《一个人的

奥林匹克》片尾曲）唱红了大江南北，何琪是

这首歌的编曲。

2013 年南亚博览会开幕式和 2014 年的

APEC 水立方国家领导人晚宴迎送活动，何琪

任音乐总监；2015 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开、闭

幕式，何琪任作曲、音乐总监；2016 年央视春

晚开场曲《春到福来》，何琪是作曲，制作人；

2017 央视春晚、元宵晚会凉山分会场，何琪是

作曲，音乐总监；2018 年，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大型纪念活动“相会中华腾时”，何

琪任音乐总监；2019 年，央视春晚井冈山分会

场、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礼、

2019 年亚洲文明大会之亚洲文明巡游的音乐

总监由何琪担任……

在这十多年里，何琪制作了许多音乐作

品。他坦言，“音乐作品有感情才有灵魂。”所

以在制作每一个作品前，他都会仔细研究作

品，挖掘作品里的故事。

这次作为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四

川赛区颁奖晚会的嘉宾回到家乡何琪感触很

深。他说：“我一直很喜欢川内的幽默、乐观、

自信，争取能找个机会为家乡写点东西。”

童年时代：音乐天赋初现

1980 年，何琪在遂宁出生，父亲何世

平 是 原 绵 阳 地 区 文 工 团 的 一 名 宣 传 干

事。也许是自己从事文艺工作，何世平深

知文艺“出头”很难，所以打何琪出生，何

世平便不想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从小

他一心想抓好何琪的文化成绩。

但受父亲的影响，何琪自小对音乐十

分感兴趣，常偷偷地躲在自己房间里读父

亲的一些音乐类书籍。

何世平第一次发现何琪对声音的敏感

是在他十一岁。那年，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蒋 大 为 来 遂 演 出 ，唱 了《骏 马 奔 驰 保 边

疆》。“当时蒋大为唱的尾音很长，演唱时

唱出了一个三十二分休止符，何琪听出来

了，便问他‘爸爸，这是怎么回事？’”何世

平当时便觉得十分吃惊，没想到何琪对声

音这么敏感。

第二年，恰逢遂宁市举行“石化杯”歌

咏比赛，何琪报名参了赛。比赛的前一天

晚上，何世平才将何琪叫到跟前，跟他交

待了几句站位、演唱时间把控的小细节，

而对儿子的演唱技巧却没作指点。第二

天，何琪却捧回了一个二等奖的奖杯。

青春时代：偷偷地学音乐

上 初 中 后 ，课 余 时 间 何 琪 全 学 习 音

乐，学吉他、填词、谱曲……父母对他的要

求是，培养兴趣爱好的前提是不能影响学

业。

何世平只知道何琪爱音乐，初中时便

跟着当时遂宁有名的音乐人侯健学习。

看着儿子痴迷音乐，何世平急了，他找到

侯健，希望他劝劝何琪。侯健反而宽慰

他：“何叔，何琪做音乐很有感觉，你放手

让他做，他懂得分寸。”

1999 年高考，何琪考取了山东财政学

院 99 级财政系。大学四年，虽是财政系的

学生，何琪的“主业”却变成了学音乐。当

年，山东财政学院的剧场等硬建设备给潜

心钻研设备的何琪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进

入大学不久，他就和同学一起筹化制作了

一场大型音乐会。音乐会的成功，更给何

琪增加了走音乐路的信心。

“北漂”时代：音乐作品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