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起

万人
空巷

38个游子出资28万 为家乡父老办一场

“潘长江”来了“南充表姐”来了坝坝
春晚

“潘长江来了！南充表姐来了！”2017年1月29日，正是正月初
二，巴蜀笑星参加巴中市通江县陈河乡的春晚，来自外地的20000
多人前往陈河乡共度新春。

陈河乡首届春晚，源自8名在外打工的成功人士举行一次烧烤
聚会。为了感恩陈河乡的父老乡亲，大家最终决定搞一场春晚活动。

临近春晚一周时间，组织者们从35个海选节目中选了13个节
目参加春晚表演，并敲定巴蜀笑星王宝器和铁公鸡等重要演员。组
委会成员介绍，费用开销大部分在演员和设备租赁方面，其次是烟
花和生活开销上。具体账目供出资人查阅。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当地政府负责安全和协调
工作，并在此前通过微信公
众号“大美通江”发出信息：
陈河乡将举办春晚，欢迎自
愿报名参加表演。

陈河乡首届春晚
万人涌入吃住难

正月初二晚，上万人涌入巴中市
通江县的陈河乡中心小学，格外热闹。

“巴蜀笑星‘王宝器’和‘铁公鸡’来表
演了！”巴中市城区、南江县、平昌县的
群众纷纷驱车前往。

2月2日，记者在街上看到，街上的
春晚标语还在。提到当晚情景，场镇上
的居民介绍，街道两边停满了小车，满
街的人到处找饭吃，找宾馆住，很多人
最后只有买方便面充饥。

红叶宾馆老板任传忠介绍，当天晚
上9点过还有客人到宾馆找住宿，他表
示20个床位早就被订。“后面还有人来
问有饭吃没有，直接说没有，”任传忠
说。原因是：来的客人太多，已经卖完。

“潘长江”带来欢笑
大家图的就是热闹

陈河乡党委书记杨继介绍，在陈
河乡小学春晚现场有12000多人，在场
镇上未能进入春晚现场的还有1万人
左右。当天的现场直播，有3万多人在
网上观看。除场镇上拥堵的汽车和人
流外，从涪阳镇方向到陈河乡的路上，
汽车堵了有5公里远。

通江市民江线索感叹 ，春晚现场
火爆得很，尤其对巴蜀笑星“铁公鸡”表
演的节目情有独钟，他说：“‘铁公鸡’在
表演前喝了一大碗的银耳汤，喝出各种
表情。”从巴中专程赶来的程小姐表
示，“南充表姐”和“潘长江”模仿秀给
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图的是新鲜
热闹，并不介意真假。”

一个多月时间筹备
压力大怕把事搞砸

活动策划者，同时也是春晚主持
人的邵军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了筹办
晚会的幕后故事。邵军说，在2016年
12月将春晚方案递交陈河乡党委书记
杨继，后者表示支持，但最初的方案因
太简单没有通过。

2017年1月，邵军将修改后的春晚
活动策划方案再次送到杨继手中，这
次方案通过了。随后组委会成立，邵军
负责活动安排，另一名组织者李云负
责找出资人，政府负责安全和协调工
作。通过微信公众号“大美通江”发出
信息，陈河乡将举办春晚，欢迎自愿报
名参加表演。

杨继介绍，1月18日海选当天，有30
多个节目参加，按照打分淘汰制最终确
定13个节目。除陈河乡的节目外，还有
来自涪阳、杨柏等其他乡镇的节目入
选。节目表演形式包括独舞，乐器，二人
转等多种形式。随后，邵军联系曾经合
作过的巴蜀笑星“王宝器”和“铁公鸡”，

“南充潘长江”和“南充表姐”。
邵军介绍，当时天气不好，就害

怕正月初二下雨，因为会直接影响前
来观看的人数。“害怕在最后关头，把
事情搞砸了，无法向出资人和党委政
府交待。”这种担心一直延续到正月
初二凌晨。幸运的是，天晴了。

春晚的主持人邵军介绍，其
实自己搞春晚的想法两年前就有
了。早在2015年腊月三十晚上，就
在人人都在家看春晚时，自己与
几名好友相约到朋友陈建国家中
喝啤酒，吃烤全羊。“当时我就拉
上音响设备，我们8家人自己现场
表演，高兴怎么唱就怎么唱，图热
闹。”邵军说。

在场的何伟介绍，当晚的聚会
引起了附近的乡亲前来观看，从晚
上6点30分到11点过结束聚会，前

后有700多人前来观看。邵军介绍，
因为这次聚会看到效果，在晚会结
束时，大家喝酒太多，一时兴起，提
出在陈河乡筹备一次春晚的想法，
感谢陈河乡的父老乡亲。陈建国介
绍，8名好友中，除了邵军在通江搞
婚庆外，其余7人都在外打拼多年，
如今都事业有成。“在外工作10多
年，还是家乡的感觉最好”陈建国
说。在陈河乡有割不断的乡情和亲
情，对他来说，“每次过年回家都是
一件高兴的事情。”

正月初二晚，上万群众纷纷
前往通江县陈河乡看“坝坝
春晚”。从涪阳镇方向到陈
河乡的路上，汽车堵了有5
公里远。

网上
直播

当天现场来了12000多人，
未能进入的有1万人左右。
此外，春晚进行了网络直
播，点击率超过3万。

政府
支持

8家人的烧烤聚会

“一个人的成功，不算成功，带动家乡亲人成功，才算
成功。”该乡一位在外务工人士说。2017年陈河春晚虽已
落下帷幕，但这只是在外务工人士回报故土的开始

1月29日（正月初二），在巴中市通江县陈河乡小学举行的春晚

“潘长江”、“南充表姐”模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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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将分别于2017年3月5
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全国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全国政协
办公厅昨天宣布，欢迎中外记
者届时前来采访。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五 次 会
议、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将在北京市复兴路乙11号梅地
亚中心设立新闻中心，负责接
待和安排中外记者对两个会议
的采访。新闻中心将于2月27日
正式开展工作。

全国“两会”将分别于3月5日和3日在京开幕

“至少停了一年多吧，还
不是为了节约成本？”3日，有
网友对“成都东站西广场20台
扶梯9台停运”的做法提出疑
问。对此，成都交投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东站项目部回
应称，停运主要是因为运行的
电梯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没必
要开通。就目前检修的情况而
言，部分扶梯支撑整个扶梯的
金属结构架——桁（héng）
架出现故障，维修困难。

部分原因
“串串”故意关停

成都商报记者从多名环
卫工人处了解到，位于北侧的
扶梯至少停运一年以上，南侧
的约停运一月之久。有人透
露，当扶梯运行时，围在出口
位置的各色“串串”会按下紧
急按钮，然后扮作热心市民上
前帮忙，顺便套近乎拉客。这
一说法与成都交投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东站项目部工
程主管张晓所言一致，“紧急
制动不仅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易引发群体性事故，而且
频繁制动会损坏扶梯本身。”
张晓说，自己曾亲眼看到“串
串”按下红色按钮，以方便自
己拉客成功，“一个月前，这个
出口唯一运行的电梯发生故

障，和北侧扶梯一样，关键部位
桁架出现了问题。维修起来十
分困难。须将扶梯全部拆除。”
除了4台因为客观原因无人使
用而停运的扶梯，其他3台多因
扶手带破裂、主机卡顿等停运。
有网友质疑成都交投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是因为节约成本
而停开扶梯，对此，张晓称，“能
开的全部开了。”

维修较难
但已提上了日程

据张晓介绍，东站目前每
天客流量约10万人，但只有三
分之一的旅客通过西广场出
站。其中，90%的人直接左转
进入站方设置的手扶梯出站。
很少人径直向前，通过西广场
中轴线上中间的出口出站，

“走那儿的人一般是因为走错
了路。”那么，出故障的手扶梯
和直梯什么时候能够维修
好？3日，张晓叫来了维护人
员，再次称，扶梯桁架发生故
障，维修较难，不过也已提上
了日程。说话间，张晓在工作
安排中为记者翻出了所有电
梯的排查情况，“预算了66万
元，其中部分电梯已经维护
完。预计今年5月前，出故障的
手扶梯、电梯会恢复运行。”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昨日的金堂县三溪镇，成
片油菜花已经盛开，蜜蜂在花
间采蜜，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
（上图）。

今明两天，阳光将节后上
岗，晴好天气气温也逐渐上
涨，5日最高能到16℃，但昼夜
温差大，6日天气有个小逆转，
阴雨回归。

根据成都市气象台预计，
成都下周前期以多云天气为
主，周后期受北方弱冷空气影
响，以阴天为主，7日有弱降雨

天气，周平均气温7.2℃左右，
较历史同期正常；周总降水量
正常。

昨日立春，据统计，1900
年-2000年这一百年间，立春
只在2月4号和2月5号这两天，
没有发生在2月3号的记录，四
川省天文学会专家表示，2月3
日立春很罕见，上一次发生在
1897年，而下一次将在2021年
发生。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王勤

蜂勤春早
今年立春早一天
上次是120年前

成都交投：
预计5月前恢复
东站故障电梯

今年全国各地过春节究
竟收发了多少微信红包？成都
人给出的答案是8.4亿个，排
名全国第六。昨日，微信发布

《2017微信春节数据报告》，报
告显示，除夕至初五，微信红
包收发总量达到460亿个，同
比去年增长43.3%；四川省发
出红包4.5亿个，收到17.6亿个
红包，两个指标双双排名第七
位。而在城市排名方面，成都
人也是相当给力，发出红包
1.75亿个，收到红包6.69亿个，
排名第六位。

数据显示，除夕至正月初
五，有800万用户选择出境旅
游，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

日本、中国澳门成为春节期间
用户出境旅游最热目的地。

而从春节红包的年龄段
流向来看，同龄人之间红包往
来往往更活跃，80后、90后是
红包主力军。春节期间，80后
与80后之间互发最多红包，其
次是90后与90后之间互发，80
后-90后、70后之间互发、90
后-80后则紧随其后。

有趣的是，今年春节红包
男 性 之 间 互 发 占 比 达 到
32.4%，而女性之间互发则为
25.5%，男性发给女性的红包
数量占比为24.6%，女性发给
男性则为17.5%。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春节收发微信红包8.4亿个
成都排名全国第六

这次党建述职，就是
让大家沉下心来，“撸起袖
子加油干”。

希望大家充分利用这
次述职的契机，在总结展
示成绩的同时，结合上级
点评和群众评议，全面检
视、深入查摆党建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切实找准问
题产生的根源，建立问题
台账、落实工作责任、明确
整改时限，一个个地整改、
一项项地销号，努力推动
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上班首日 给“一把手”上紧发条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听取区（市）县委书记及行业系统党（工）委书记

抓党建工作述职 唐良智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昨日
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也是春
节大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按照中央
和省委有关部署，市委召开常委（扩大）
会议，专题听取区（市）县委书记及行业
系统党（工）委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并
进行党风廉政建设集体约谈。市委书记
唐良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市长罗强出席会议。省委组织部副巡视
员鲜仕荃到会指导并作点评讲话。市委
副书记李仲彬，市委常委朱志宏、王忠
林、陈建辉、刘仆、胡元坤、吴凯、王波、罗
相水、谢瑞武、廖仁松、王川红出席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市政协主
席唐川平列席会议。

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成都天府新
区、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和全市20个

区（市）县的党委书记及市直机关工委、
市国资委、市委教育工委党（工）委书
记，就履行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
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情况和下一步
工作思路措施向市委常委会进行了述
职。唐良智对述职逐一进行点评，既肯
定成绩，又有针对性地指出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指明了下一步努力方向。在点
评中，唐良智说，这次党建述职，就是让
大家沉下心来，“撸起袖子加油干”。

唐良智说，这次述职既是一次回顾
总结、督促检查，也是一次交流借鉴、互
促共进。希望大家充分利用这次述职的
契机，在总结展示成绩的同时，结合上
级点评和群众评议，全面检视、深入查
摆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找准问
题产生的根源，建立问题台账、落实工

作责任、明确整改时限，一个个地整改、
一项项地销号，努力推动党建工作再上
新台阶。

一要紧扣增强“四个意识”抓党建，
持续用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要着眼凝
魂聚气，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引导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着眼触动内
心，持续开展“四项教育”，提升全市党
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法纪意识，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着眼正本清源，
切实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抵制和反对
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营造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的同志关系。 紧转02版

1月29日晚上6点45分左右，在
烟花放完之后，38名在外打拼成功
的游子在现场捐款28万元。杨继介
绍，28万元用于春晚开销，陈河乡
党委政府不参与账目管理，由组委
会李云负责。

邵军介绍，这38人包括爱心人
士、商界老总、企业精英。此前为保
证春晚工作顺利开展，自己驱车前

往甘肃天水和西安联系出资人。最
终确定的出资资金为28万元。

据介绍，邀请演员和活动音响
设备等租赁就花去了15万元，其余花
销大头花在晚会前的烟花和参演当
天的接待费用上，共计8万左右。其余
花销在5万元左右。他表示，费用花销
征求了大多数出资人的意见，如有疑
问，可向出资人提供账目查询。

现场 38人捐款28万元
演员设备开销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