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初，遂宁市文物管理局接
到船山文管所报告，称在桂花镇
发现一处石刻造像。

市文物管理局组织专家现场
查看，发现这是一处摩崖石刻造
像，位于桂花镇杉树村庙山嘴半
山腰，包括一块清道光年间功德
碑及石刻造像五龛，根据造像形
态，初步鉴定为宋代造像。

2005 年 6 月，涂杰荣考入了广东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系。“当年选择这个专业有一定功利

的因素，就是想到毕业之后好就业一些，可以

去当老师一类。这个专业课程设置古典类要多

一些，而我本人更喜欢流行元素多一些。”涂杰

荣坦言。于是，在完成专业课程之余，涂杰荣将

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自己喜欢的流行音乐上。

在大学校园里，涂杰荣努力地汲取着音乐

知识，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为自己的音

乐路铺下坚实的路基。2007 年，南方电视台举

办南方影视歌手大赛，当时还在上大二的涂杰

荣报名参赛，获得了 20 强的成绩。这一次“试

水 ”，他 懂 得 了 如 何 在 比 赛 中 表 现 自 己 的 优

势，还从其他选手中学到了许多，可谓是收益不

小。

创作歌曲也是大学时代的涂杰荣的乐趣之

一。大三的时候，他作词、作曲、编曲、钢琴弹

唱的处女作《温暖》唱响了大学校园，让很多人

都知道了他的名字。

大四那年的下学期，经朋友介绍，临近大学

毕业的涂杰荣到声扬唱片公司实习，算是将他

引入了音乐制作圈子。“以前都是自己凭着感

觉写吧，在实习期里，跟着老师学，和校园里学

的东西更不一样，如果校园里打下的是基础，

那么实习期学的东西就如‘药引子’一类的东

西。”涂杰荣打着比方介绍说。

大学生活奠定扎实基础

农村娃萌生音乐梦

1986 年，涂杰荣出生在射洪县一个

普通的农村家庭。后来，为了改善家里

的生活条件，涂杰荣的父母在县城里干

起了小买卖。也许是自己吃了没有知识

的亏，从小，涂家父母便告诫涂杰荣，要

好好学习知识，将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初中时，10 多岁的涂杰荣从同学那

里听到了 Beyond 乐队的歌，一下子便被

摇滚曲风迷住了，音乐的种子在涂杰荣

心里开始萌芽。学吉他便是当年他的最

大梦想。

涂杰荣喜欢上了音乐，这对于当年望

子成龙的涂父涂母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

霹雳，因为在他们看来，玩音乐纯粹是不

务正业。尽管父母最初不支持，可涂杰

荣是一个认死理儿的孩子。“这是长那么

大，第一个很想坚持的梦想，所以无论如

何都要坚持。”

最后，父母架不住涂杰荣的再三哀求，

还是出钱给涂杰荣买了吉他，不过在吉他

上附加了一个条件——不能将文化成绩落

下。拿到吉他的涂杰荣如虎添翼，他买来

各种音乐类书籍自己钻研，不懂的再向老

师、同学请教，学得了一些乐理知识。

上高中的时候，涂杰荣转入了射洪县

太和中学音美班，这个时期，他接触到系

统的乐理知识，接触到钢琴、架子鼓等乐

器，为他的音乐路奠定了基础。后来，他

和同学组建的流行摇滚乐队成为当时校

园里的一道风景。

近日，射洪小伙涂杰荣最新单
曲《把你名字挂在我心上》在腾讯
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
乐等音乐平台上线。从作曲、编
曲、演唱到后期制作，本首歌均由
涂杰荣独立完成。

十余年里，涂杰荣一直努力追
逐自己的音乐梦，已发表了 20 余首
原创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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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社会艺术水
平工作圆满结束

本报讯 日前，2019 年四川省社会艺术考

级（音乐、舞蹈、美术）考级工作在遂宁市文化

馆拉开了帷幕，截止今日考级工作圆满结

束！本次考级全市共有 5961 名考生参加考

试，以中、小学生为主，其中音乐类 2682 人，

舞蹈类 2599 人，美术类 680 人。

舞蹈考级现场，学员们盘好发髻，穿上整

齐的服装，认真完成每一个舞蹈动作 ;美术类

考级时，学员们早早来到考场排队等候，用他

们手上的画笔，画出心中最美的图案 ;音乐考

级中，专业考官认真、耐心的对待每位考生的

演唱、演奏，并对考生存在的不足进行了现场

指导 .七月鎏金，骄阳似火。

据悉，为保障考级工作顺利进行，市文化

馆组织工作人员维持考场秩序，现场设有医

疗服务点，各考点均配备防中暑药品，还设立

了考生候考区和家长休息区，考级现场秩序

井然，程序流畅，考级工作平安顺利完成。

下一步，将进行等级考试成绩的数据统

计、评定录入、证书印制等后续工作，将第一

时间公布成绩和发放证书。

（全媒体记者 胡蓉）

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
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本报讯 7 月 31 日上午 10 点，全国公安机

关和文物部门部署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电

视电话会议召开。遂宁市公安局相关部门、

市文物局有关领导，重要文保单位负责人等

在遂宁分会场市公安局视频会议室收看会议

实况。

此次专项行动由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联

合部署，从即日起开展为期 5 个月的打击文

物犯罪专项行动，积极创新打法，控人员、控

文物、控通道，整合侦查资源，利用信息化手

段开展预警研判，提升打击能力水平。

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公安部副

部长杜航伟对专项行动作了动员部署。会

议结束后，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根据四川

省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要求，他强调，四川省

打击文物犯罪取得的成效显著，但四川作为

文物大省，打击文物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我

们要不断筑牢文物安全防线，确保我省文物

安全。 （全媒体记者 胡蓉）

山里发现了石刻造像

桂花镇 2 村 4 社的罗克红最近忙着把转

弯的公路用泥土再添宽一点：“上次错车，有

个小车差点没拐过去。”他劳动的地方抬头，

就是发现宋代造像的庙山嘴。

这位 68 岁老人的记忆中，半山腰的庙山

嘴，更像是他和同村村民们歇息、聊天的地

方。微微的山风从檐下吹过，即使是盛夏 7
月，坐在小板凳上也觉得非常凉快。得知庙

里有宋代造像，这个土生土长的老人有点

懵：“宋代就有了的吗？”

他只记得，小时庙里就有造像了。那时

茅草房搭的破破烂烂的庙，造像是刻在连山

的石头上的。因为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有

的造像甚至已经塌掉了一半。

发现清道光年间功德碑，也是这两年的

事情。当时，在南垭小学教书的本村人刘西

凯想把破烂的庙山嘴“修一下”：“以前村里

人都喜欢夏天在这里避阳聊天，算是村里的

一个记忆点。”

你一毛，我五毛……破败的庙山嘴花了

二十年才慢慢变了模样，青瓦搭起的屋顶，

正红的大门，里面甚至拉了电线。前年，刘

西凯在左边角落里发现了一面碑。作为老

师，他轻易地认出了这是一面建于清道光年

间的功德碑。

去年，去潼南千佛寺参观回来后，刘西凯

一直在心里琢磨着：“那些造像和村里庙山

嘴的很像。那么我们村里的是不是也是建

于唐宋？”在心里嘀咕了一年，今年 6 月中旬，

他决心向文管所汇报一下。“如果真的是文

物，还是要好好的维护起来哟，”80 岁的老人

精神很好。

初步鉴定为宋代文物

得知村里有可能有文物造像后，船山文

管所立即报告了市文物管理局。

去桂花镇杉树村的路上，唐敏的心情较

为平静。这位长年从事与文物有关的工作

的女士，经常会接到市民的热心来电，声称

“在哪个山坳里发现了很有价值的文物”，有

惊喜，但也有失望。“最好以平常心去对待，

这样才能以公正的态度和专业的技能去鉴

定。”她告诉记者道。

石碑很好辨识。昏暗的角落里，手电筒

的照明下，就能清楚地看到上面印刻着“大

清道光 24 年”的字。

而石刻造像五龛则多花费了一些时间。

造成这个原因，是因为石刻造像并不全是

“原版”。受多年风化和历史原因的影响，上

个世纪 60 年代，部分造像被严重损坏，有的

甚至只剩下残缺的一小部分。到上世纪 80

年代，本村村民重新进行了维修。为了让

石刻造像看起来“更精神”，他们不仅请工

匠将破损的造像进行恢复，还为其重新添加

了颜色。

根据造像的形态，专家初步鉴定其为宋

代摩崖石刻造像。

在遂宁，宋代的摩崖石刻造像，最出名的

当属安居的摩崖造像，保存下来的种类十分

丰富，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遗憾

的是，桂花镇杉树村的这批摩崖石刻造像，

因为工匠手艺受局限，加之后面颜色彩绘，

湮灭了造像的时代特征，反而让这批宋代摩

崖石刻造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尽管价值已经不大，然按照《文物法》关

于属地管理责任的规定，遂宁市文物管理局

还是当即要求桂花镇政府及当地村委会做

好该处文物保护工作，不得损毁、改建或者

拆除该处不可移动文物。

“老去”文物亟待保护

下大英快速通道，驶入乡间公路。十分

钟的车程，桂花镇杉树村村委会与 3、4 社的

分叉口，庙山嘴就到了。

位置并不高。顺着八九个石梯往上走，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檐下的几个小板凳，和

挂在屋檐处的空的娃哈哈饮料瓶。正午 12:

40 分，山脚下是炙热的阳光，而小半山腰的

这里，山风或着林间树叶的簌簌响动，显得

十分凉快。

门没有关。村里人或者路过的人，都可

以在这里歇个脚，乘下凉。随着近年来经济

的发展，村里人的生活水平好了起来，在家

里装空调也是家常便饭了，来这里乘凉顺便

聊天的，就只剩下村里年迈的老人了。

进入顶部挑高的庙里，视线立即被面前

的摩崖石刻造像吸引了过去。二十余尊造

像颜色鲜艳，尽管有不少风化后已经被“后

期加工”，但保存下来的，仍可看到其面庞丰

润，神情慈爱祥和，姿态随意且活泼富有个

性，造像有很强的写实性。得知因为自己的

“好心”重新修建与彩绘，导致这批初鉴定为

宋摩崖石刻造像失去原本的价值，刚到杖朝

之年刘大爷有些难受与惋惜：“应该早点去

找专家的。”

也因为这个原因，原本打算描下来的功

德碑也停了下来。石刻的功德碑上，160 余年

前捐献的人名与财务依旧清晰，写着“德被生

灵”的匾额因风化严重，断掉了被搁置在地

面，前来观看的村民都小心翼翼地绕过它。

村里留下的人，大部分都是老人与小孩，

青壮年已经外出了。“以后来这里歇凉聊天

的人就更少了，”老人的神情有些落寞。下

次热闹，要等到春节了。

船山再现宋代摩崖石刻造像
◎全媒体记者 胡蓉

涂杰荣：不懈追求心中音乐梦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自创歌曲获亚洲大奖

在 实 习 期 间 ，涂 杰 荣 或 独 自 创

作，或与他人合作了许多优秀的音

乐作品，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他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熟

知。

2009 年 8 月，刚毕业的他收到了

北京一家文化公司抛来的橄榄枝。

抱着到北京这个艺术殿堂闯一闯，

23 岁 的 涂 杰 荣 收 好 行 囊 ，成 为“ 北

漂”大军中的一员。在北京，他创作

了歌曲《龙脉相连》（秦艺天和黑鸭

子组合演唱），作为他献给建国六十

周年的礼物。

在北京呆了七八个月，涂杰荣还

是适应不了北京的气候，于是又回

到 了 广 州 继 续从事音乐制作，在广

州，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第

一感觉》《一个人的夜》（与雨沐合作）

《寂 寞 在 作 怪》《王 者 荣 耀 - 坑 货 队

友》等，多首歌曲获得亚洲中文音乐

榜大奖；“唱作歌手”是歌迷给他的定

义，这个射洪小伙被越来越多的歌迷

喜欢，广州中山、江苏无锡、广州东

莞、湖南益阳、湖北武汉……到处都

有他的歌迷，每一场歌友见面会都是

他与歌迷的互动，他对歌迷的感恩

回馈。

今年三月，歌词《把你名字挂在

我心上》让涂杰荣怦然心动，歌词深

情倾诉了一个多情男孩心中的爱恋

与缠绵，女孩温婉美丽，男孩责任担

当，虽然不能长相厮守，也会把各自

珍藏。他决定把这首歌制作出来，

在作曲中他运用五声音阶，编曲中

加入民族乐器，使整首歌更有浓郁

的中国风。两人的爱情通过歌曲的

方式娓娓道来，让人回味，上线后广

受好评。

作了十多年的流行抒情音乐，涂

杰荣也想有一些突破，近期，他便尝试

作一些流行加电子音的作品。“坚持自

己的梦想，创作更多好听的作品，借以

回馈一直支持和喜欢我的人。”

蒲清明:
泥巴里“玩”出非遗新项目

19 年，是一个人的生命从孕育到长大成

人的过程，也是射洪人蒲清明扎根成都天府

新区永兴中学研究与传承本土陶艺文化的岁

月。

这位成都天府新区永兴中学一级美术教

师，不仅是天府新区优秀艺术教师、优秀青年

教师、优秀德育工作者，也是天府新区陶艺项

目负责人、新区工作坊牵头人，更是成都市非

遗教育突出贡献个人。

为了解决农村孩子无钱买美术工具，蒲

清明选择了陶艺教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孩子们的热爱，他坚守陶艺教学阵地，不

被理解，师生们就在校园偏僻的空地开展“游

击”；为了节约成本，他与孩子们在田间地头

寻找泥料，自己的代步工具就是运输工具；为

了解决技术问题，他长期与“同治龙窑”的工

人呆在一起探讨实验，一周才回家一次。其

中，有误解更有“抱怨”，但他没有气馁，没有

退缩。

划归天府新区后，永兴中学校在基层治

理和社事局的支持下成立了陶艺基地和工作

坊，从此，告别了游击队的课程模式，陶艺项

目迎来了它的春天。

蒲清明编写了陶艺教材和操作手册 ,还将

陶艺与德育相结合，开展“垃圾不落地”和人

居环境提升运动，培养学生从对红土地到对

家乡的热爱。他与孩子们曾四次代表天府新

区参加省市展示，部分学生作品被国外学校

收藏；他带领“天府七中”等四所联盟学校美

术老师开展教育部美育子课题研究，今年 9
月将接受清华大学专家组的验收。

这位射洪人的坚守也促进了本土文化的

发展，他担任了同治龙窑的艺术顾问，也帮助

龙窑在 2018 年成功申请天府新区的非遗文化

项目。天府新区陶艺协会正在筹备之中，玩

泥巴玩出的新天地，前景广阔。

（全媒体记者 胡蓉）

老人指出清道光年间的石碑 宋代摩崖石刻造像在庙山嘴里呆了上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