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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基层检察机关不作为及
“懒散拖”问题专项整治，今年来郫
都区检察院邀请来自社会各界的检
风检纪监督员参与该院公开听证、
公诉庭审、社区矫正等检察工作，对

检察人员纪律作风情况进行现场评
议，不断强化干警纪律意识。全年共
邀请检风检纪监督员20人次，有效
提升检察队伍纪律建设，推动新时
代“阳光”检察工作。

近日，“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动
组委会向世界发出邀请，征集“天府
之歌”，以此弘扬中华文明，歌唱大美
四川，传播天府文化。活动受到广泛
关注，众多音乐人跃跃欲试。昨日记
者获悉，曾创作《同一首歌》《今夜无
眠》《新闻联播》片头曲等作品的重量
级作曲家孟卫东接下“英雄帖”，开始
创作“天府之歌”。“成都历史底蕴深
厚，音乐氛围浓郁，这里爱出‘鬼才’、
出奇作。”接受记者采访时，孟卫东感
慨道，希望能够为成都创作出好听好
唱，能流传开来的作品。

聊起成都文化，孟卫东就打开了
话匣子。曾多次到过成都的他，从武
侯祠、杜甫草堂到金沙遗址，如数家
珍。“小时候我有一本小人书，里面就
是讲的古蜀文明，当时就觉得成都是
一个神秘的地方，充满了向往。”孟卫
东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成都的历
史与文化孕育了成都人的幽默乐观，
这里的音乐都透着乐观劲。”

虽然创作了一大批人们耳熟能
详的作品，此次为成都量身定做“天
府之歌”，他仍表示有点压力，还没
有想好怎么来完成这个“命题作
文”。“成都的音乐元素很丰富，我非
常喜欢，但我并不擅长。”他直言，要
将成都民歌、川剧等音乐元素灵活
运用在作品里，成都音乐人最有发
言权。而他希望能够创作出好听好
唱的作品，让这首“天府之歌”能够
接受时间的考验，流传开来。说着，
孟卫东还饶有兴致地一边打拍子，

一边唱起了歌曲《蜀道难》。“你听，
这个里面的地道成都味道，只有成
都人才能创作出来。”

谈及《同一首歌》、《新闻联播》
片头曲的创作过程，孟卫东透露，其
实《同一首歌》并不好唱，他是站在
听众的角度来创作的，所以旋律优
美动人受到观众欢迎。《新闻联播》
片头曲只有10多秒，创作难度很大，
当时他创作了十多个版本，目前呈
现的版本也是他很满意的作品。

对于成都打造音乐之都，孟卫
东评价说，音乐创作来源于音乐需
求，成都人对音乐的需求很旺盛，从
这次“天府之歌”的征集就能看出
来。除了音乐场馆的硬件建设，如果
成都有更多的专业歌剧院、专业芭
蕾舞团、专业交响乐团等软件建设，
将为成都音乐之都助力。

据“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动组
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报
名的作品以通俗歌曲为主，也不乏
Rap等形式的歌曲。据了解，歌曲海
选报名将于12月31日截止，热爱音
乐的读者请抓紧时间报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胡楠 摄影报道

12月11日，“成都市2018年少年
儿童经典学习展示系列活动颁奖盛
典”在成都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录
制完成，来自全市各区（市）县的相
关单位代表和获奖嘉宾共400余人
参与了此次晚会录制。

据悉，今年是成都市少年儿童

经典学习展示系列活动举办的第
十年。活动从9月拉开帷幕，经过

“诵经典”、“演经典”、“学经典”等活
动和比赛，吸引全市广大师生超过
10万人次参与。11月8日，更有413名
小书法家同场挥毫，书写脍炙人口
的中华经典。 （胡越）

11年前，时任人民日报海外版
总编辑的詹国枢，写下《安逸成都》

《山水成都》《神秘成都》三篇长文，
向海外读者全景式介绍成都的魅
力。网络文学作家康晨说，“20年前，
我就来过成都了。10年前，我把成都
的场景写进我的小说。”

12月9日~12日，由人民网举办
的“网络名人点赞魅力四川”活动在
川举行。由专家学者、网络名人、媒
体记者等组成的采访团，打卡了大
熊猫基地、宽窄巷子、东郊记忆等成
都网红地标，同时与纵横无人机、亚
信安全等民营企业进行深度交流。
成都因何吸引众多名人前来打卡？
记者跟随采访了部分网络名人。

“最直观的感受，成都变美了。
和印象里的老成都相比，变得更加
规整，很多建筑也非常漂亮、有特
色。”詹国枢是四川西昌人，已经5年
多没回成都了，这次回来感觉成都
变化很大，“其实是意料之外，又在
情理之中。”

詹国枢介绍，11 年前，他在人
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安逸成都》

《山水成都》《神秘成都》三篇长文，
海外读者反响热烈。当时凸显的是
成都的安逸，而这次回来，他看到成
都充满了新鲜的活力，看到了非常
年轻、有创新活力的创业团队，“比
如这次参观的纵横无人机、亚信安
全等，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公司。”

“安逸，它是一种对理想生活的

追求，但在实现‘安逸’的过程中，你
还得艰苦奋斗、勇于创新。”詹国枢
认为，成都的安逸与成都的创新活
力、国际化是兼容的。

11日上午，在与成都民营企业
交流后，詹国枢在微博上发了“民营
企业三连”，分别聚焦：民营企业的
希望只有四个字——落到实处、民
营房地产企业两大心病、民营企业
脆弱得很三个话题，关注着成都民
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谈到“康晨”这个名字，很多人
可能不太熟，但是提到他的笔名“半
杯馊茶”，不少铁血网的网友会非常
熟悉。今年10月底，电影《代号：忠
诚》在泰国开机，该电影就改编自康
晨的同名小说。

谈到成都，康晨话语颇多。他告
诉记者：“这次印象最为深刻的，首
推国宝大熊猫，可能是老生常谈，但
的确是名不虚传！我对于成都的纵
横无人机也印象深刻，它不仅是一
个时髦的东西，同时它也拥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

康晨说，成都有很多与其他城
市大不同的元素，有蜀汉文化、金
沙遗址、道家发源地等。而东郊记
忆，“它保留了沧桑感，浓缩整整一
代人的历史记忆，具有很好的美学
价值。”康晨告诉记者，“今后有机
会的话，一定会再把它写进我的作
品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郑鑫

每月11日
“金丝带”将在成都街头飘舞

为了鼓励广大中小学生以志愿
服务的形式，参与到城市建设和社
会治理中来，让天府文化重要内核
之一“友善公益”的精神深入人心，
成都市教育局、中共成都市委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成都市精神
文明建设办公室、共青团成都市委
员会联袂推出了天府学堂·金丝带
计划——新天府·少年“治”成都市
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日大型城市公益
活动，并将每个月的11日定为成都
市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日，届时，成都
中小学生将在手臂上系上金丝带，
走进成都大街小巷或社区院落，参
与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

据介绍，定为每月11日，其寓意
为：11，既代表志愿服务要一心一意
地投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又代表
天府文化“友善公益”的精神，将持
续滋养一代人、温暖一座城。而金色
丝带，则代表成都小小志愿者们如

金子般闪光的美好心灵。
在志愿服务日成立首日，部分

学校就开始了行动。11日中午，列五
中学的学生志愿者，利用中午课余
时间，前往成华区残疾人联合会开
展相关志愿服务。

成都人素有秉性善良、脾气温
和、待人热情、宽厚大气的美名，今天
的成都，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志愿者
之城”，每10个人中就有1名志愿者，
连续5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榜首。近年来，全市教育系统深入推
进志愿服务工作，广泛开展学生志愿
服务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天府
学堂·金丝带计划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成都正在大力推进‘三城三都’
建设，而友善公益的气度与修养，正
是一座文化名城应有的城市文化内
核。让百万成都中小学生参与志愿服
务，同时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举措，引导中小学生在志愿
服务活动中深刻认识‘友善公益’的
天府文化内涵，以实际行动参与城市
治理，促进社会进步。”

“金丝带”十大行动计划发布
让友善公益遍布城市每个角落

启动仪式上，“金丝带”首批成
都中小学生十大志愿服务行动计划
也进行了发布，包括：“老区换新颜，
金丝带志愿者参与老旧城区改造建
设”；“美丽成都巷，金丝带志愿者参
与背街小巷整治行动”；“共创特色
街，金丝带志愿者参与特色街区创
建行动”；“社区加油站，金丝带志愿
者参与社区服务提升行动”；“平安
大成都，金丝带志愿者参与平安社
区创建行动”；“美丽公园城，金丝带
志愿者参与城市环境保护行动”；

“城市讲解员，金丝带志愿者参与人
文地标导览工作”；“爱心满蓉城，金
丝带志愿者参与城市慈善活动”；

“跟党进社区，金丝带志愿者参与社
区党组织活动”；“渠道宣传员，金丝
带志愿者参与网络理政宣传工作”
等十大友善公益主题。

随后，成都市中小学生代表向
全市青少年发出志愿服务倡议，并
领取了属于自己的“金丝带”。“有一
种精神叫奉献，有一种责任叫志愿。
在此，我们向全市中小学生发起志
愿倡议：未来，我们从小事做起，从
身边事做起，弘扬志愿精神，尽一份
力，发一份光，送一份热，展天府少
年阳光朝气之姿，铸天府文化友善
公益之美。”成都中小学生代表以掷
地有声的倡议宣告全市中小学生

“金丝带”计划正式开启。
“接下来，我们将联动成都各个

区域的中小学校，以天府文化为核
心价值观，以改善、解决城市精细化
管理中的具体问题为目标，开展青
少年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为美丽
宜居的公园城市建设贡献一份力
量。”天府学堂·金丝带计划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张瑾 沈兴超 摄影记者 赖浩

创作了《同一首歌》的孟卫东参加“天府之歌”全球征集

“要为成都创作出好听好唱，
能流传开来的作品”

“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动投稿
通道已开启，欢迎热爱四川、热爱音
乐的人士踊跃投稿。

投稿方式一：
扫描二维码 参加征集活动
投稿方式二：
链 接 http：//song.cdtv2.com/musi-
caward/index/2018tianfumusic
投稿方式三：
发送邮箱：tfzgqqzj@sina.com
咨询电话：028-88881890
投稿方式四：
现场报名投稿
地址：成都市大石西路1号成都电视
台经济资讯服务频道
联系人：李女士（电话18483648015）

“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动投稿方式

十年浸润 天府少年演绎中华经典

打卡熊猫基地、东郊记忆，参观纵横无人机、亚信安全

网络名人点赞魅力四川

郫都区检察院加强“懒散拖”问题专项整治

天府学堂·“金丝带”大型城市公益活动昨日启动
首批十大志愿服务行动计划发布

每月11日
百万成都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日

一条金色的丝带系于
手臂，随风飘舞——从
2018年12月11日起，百万
成都市中小学生志愿者就
有了统一标识——金丝带。

12月11日下午，由成都
市教育局主办，中共成都市
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
会、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共青团成都市委员会
支持，成华区教育局、成都
商报·成都儿童团、成都列
五中学承办的天府学堂·金
丝带计划——新天府·少年
“治”成都市中小学生志愿
服务日大型城市公益活动
启动仪式，在列五中学（高
中校区）举行。

启动仪式上，成都市中
小学生志愿服务日正式确
立：今后每个月的11日为成
都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日。这
一天，成都的中小学生将系
上金丝带，利用课余时间，
走进成都的街头巷尾及社
区院落，开展丰富多样的志
愿活动，投身城市公益，为
城市变得更加美好贡献力
所能及的一份力量。

同时还发布了“金丝
带”首批志愿服务行动计
划，包括参与老旧城区改
造、参与特色街区创建、参
与城市慈善活动和环境保
护行动等。

战友英勇牺牲
他写信安慰战友父母
后来直接称“爸爸妈妈”

来自重庆的廖良开和来自吉林
的刘继强都是1996年冬季入伍，进新
兵连后，廖良开被分到勤务连，刘继
强在舰艇上。

1997年9月28日，刘继强因抢救一
位落水群众不幸牺牲，被追授一等功、
革命烈士。“去参加追悼会的战友回来
说，他父母在追悼会上哭晕了好几
次。”廖良开这才知道，刘继强家在吉
林省桦甸市的农村，家里唯一的儿子。

“如果是我（牺牲），我的父母也会和他
们一样难过。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一个月后，廖良开提笔，给刘家
父母刘银智、梁桂茹写了第一封信，

“大叔大婶，我是继强的战友……”
刘银智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第一次收到信，以为是部队
来的，拆开后才知道是儿子的战友。
梁桂茹给廖良开回了信，没想到，廖
良开的回信很快又来了。信里，廖良
开嘘寒问暖，会讲自己在部队里又学
到了啥，又做了什么，“就像作为儿
子，给家里父母写信。”

慢慢地，廖良开感觉到，梁桂茹
的回信从刚开始的客套，转变成了温

柔的叮嘱和鼓励。来往10多封信件
后，廖良开将“大叔大婶”的称呼，变
成了“爸爸妈妈”。刘银智说，收到这
封信后，夫妻俩很惊讶，“怎么办？”刘
银智想了半天，对梁桂茹说，顺其自
然吧。于是，梁桂茹给廖良开回信也
改了称呼，喊他“开儿”。

廖良开还把津贴省下来，一部分寄
回重庆，偿还读书时的欠债及给父母的
生活费，另一部分则寄给刘银智夫妇。

“一个月津贴25元，隔一段时间就寄50
元，也是做儿子的心意。”廖良开说。

第一次探亲
吉林爸妈抱着他连喊
“儿子回来了，回来了”

就这样，廖良开与刘家爸妈通信
近3年。“本来说‘妈妈’过生日我去家
里，但有任务，没去成。”廖良开辗转
托一位在吉林的老乡给梁桂茹送去
了蛋糕。“真的很有心了。”刘银智说。

1999年国庆节，廖良开入伍后的
第一个探亲假，他没有回重庆，而是
如约赶赴吉林。先是搭乘火车到吉
林，再坐大巴到桦甸，还要坐三轮车
才能到村上。由于火车晚点，廖良开
赶到村上时天已经黑了。

刚到村口，廖良开就看到了两个

老人的身影。穿着海军制服的廖良开
鼻子一酸，走到老人面前敬了一个军
礼，梁桂茹一把把他抱在怀里放声大
哭，刘银智也拍着廖良开的肩膀，含泪
连声说“儿子回来了，回来了，儿子。”

奶奶、三个姐姐、姐夫，一家人准
备了一大桌子菜，一直等着廖良开到
家。“知道我是南方人，还特意炒了几
个南方菜。”廖良开说，爸妈坐在两
侧，不停地给自己夹菜，爸爸的拿手
菜是肘子肉，给他夹了好几大块。

第一天晚上，廖良开和刘家爸妈
在炕上聊了一个通宵。“那种亲切感，
真的像是回家了。”刘家爸妈带廖良
开出门，遇见亲戚朋友都会很骄傲地
介绍，“这是我儿子，我儿子回来了。”

有一次廖良开出任务，一连10多
天没有消息，回来后晚上给他们打电
话，把刘家爸妈吓坏了。后来，廖良开
才从大姐那里知道，当年继强牺牲，
部队的电话也是晚上打的。“从那以
后，我都白天给家里打电话。”

最后一面
“吉林妈妈”去世
他一路跪进灵堂

2008年，四川地震，通讯中断，直
到第二天，退伍后定居成都的廖良开

才给刘家爸妈打电话，“电话声音几
乎都没响，那边就接起来了。”原来，
那一晚刘家爸妈一直守在座机旁。

同年8月，廖良开的儿子出生，刘
家爸妈寄来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给
孙子准备的10多套衣服。廖良开和妻
子赵静忍不住流下眼泪。

2017年7月26日，因为常年糖尿
病的折磨，梁桂茹病逝了。接到刘家
爸爸电话的廖良开一下瘫坐在地。第
二天他坐最早的航班赶回桦甸，刚到
殡仪馆大门他就“扑通”一声跪下了，
一路跪着来到刘家妈妈的灵堂前。

“（一路）带着台阶呢，他就这么跪进
去的。”刘银智说。

正是因为梁桂茹的去世，廖良开
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喊了20年的妈
妈走了，现在赶去送她老人家最后一
程。”廖良开照顾刘家爸妈的事，这才
被大家所知。廖良开说，其实，这20年
来，自己并没有为刘家爸妈做什么，
都只是力所能及的事。而刘家爸妈却
给了自己一份爱，如同亲生父母一
般，叮嘱自己、鼓励自己。“我20来岁
的时候，思想还不是很成熟，是他们
一直在教育我，就像他们教育出了继
强这样优秀的儿子一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受访者供图）

战友为救落水群众英勇牺牲，他为战友尽孝

一声“爸爸妈妈”
他一喊就是21年

诚信
之星
除了自己亲生父母、岳父岳母，

44岁的廖良开还有一对爸爸妈妈。那
是21年前，他自己“认来”的。

1997年，入伍不到一年，与廖良
开同在海军某部的刘继强因抢救落水
群众不幸牺牲，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
命。一个月后，想着“我能为他们做点
什么”的廖良开给刘继强的爸妈写去
了第一封信，刘继强妈妈给他回了信。
一来一去，廖良开改口喊了“爸妈”，这
一认，就是21年。

2017年后，因刘家妈妈去世，廖
良开替战友尽孝20年的事才被大家所
知，他相继荣获诚实守信“中国好人”、
“四川好人”。今年11月，廖良开又被中
宣部、国家发改委评为“诚信之星”。

廖良开一家三口和吉林爸爸妈妈合影

孟卫东

成都市中小学生代表向全市青少年发出志愿服务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