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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年如一日 照顾高位截瘫小叔子

致敬成都榜样
第五届成都市道德模范
特特 // 别别 // 报报 // 道道

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孝老爱亲类

为让港澳台侨大学生全方位了
解成都的风土人情，14日上午，在
蓉港澳台侨大学生来到毗邻黄龙
溪古镇的现代农业创意博览园区

“欢乐田园”。
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同学们整

齐地做出代表年轻文化的炫酷手
势，拉开一场现代乡村田园风光之
旅的帷幕。探秘农业科技馆、鹿溪
牧场萌宠互动、漫步绿道、领略西
蜀村风情……作为天府绿道的重
要一环，“欢乐田园”让同学们体验
了城乡共融的新生活方式，展现出
了成都绿道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
取得的成果。

来自台湾的吴亦臻一走进农业
科技馆，就不禁向身边的同学讲起
成都的农业科技园和台湾的不同之
处，“成都有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感
觉。”吴亦臻对园区里的“巨型南瓜”
十分感兴趣，他说，以后还想再来看

“巨型南瓜”到底能长多大。
除了近距离感知磁悬浮种植等

现代农业技术，同学们还到鹿溪牧
场与各种萌宠来了一场亲密互动！
来自香港，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
中医学的胡琳在这里喂了孔雀，近
距离观看小奶牛、黑天鹅。她说，这

是自己最喜欢的环节，“看到这么多
动物，感觉自己来到了动物园，非常
有趣。不同于平时读书和学习的时
候，感觉自己更放松了。”

活动最后，一场以高校为战队
的拔河竞技赛在欢乐田园大河梯
田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成都中医
药大学队获得冠军。为校友呐喊助
威的蔡梦圆在赛后表达了取得胜
利的喜悦，“很开心大家通过这些
活动增加了凝聚力，也认识到很多
新朋友。”来自香港的黄绍凯表示，

“每次都有不同的活动，类型不同，
感受也不一样，仍然比较向往在成
都的生活。”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该活动
已作为成都市政协活动品牌进行
打造，坚持以新颖的活动形式、良
好的活动口碑、生动的活动体验吸
引更多在蓉港澳台侨大学生的关
注和参与。市政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还会探寻出更多适合港澳
台侨大学生的新方式，坚持开展形
式多样的活动，让在蓉的港澳台侨
新生代了解成都、融入成都，“打开
窗口，为港澳台侨大学生在蓉学
习、生活、就业创造更好、更广阔的
桥梁和平台。”

来自新都的林秀芳身体已大不
如前：戴着助听器仍听不清旁人说
话，想跟她交流必须靠大声吼。但每
日照料而躺在床上的小叔子柳中
才，依然是林秀芳忘不了的事：翻

身、擦洗……这些事林秀芳做了30
余年，她也因此成为第五届成都市
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1985年，年轻的柳中才从建筑工
地高架上摔下，经抢救保住了性命，
但却高位截瘫了。柳中才说，“我几次
想过自杀。被嫂嫂林秀芳发现了，她
劝我想开点，说比你恼火的人都在坚
持，你为啥要轻易放弃。”听了嫂嫂的
话，柳中才再也没有过轻生的念头。

此后，林秀芳毫不犹豫地接下
照顾柳中才的重担，这一接就扛了30
余年。当记者问及为何愿意照顾小叔
子30余年时，林秀芳说，“他是我老伴
的兄弟，我们不帮他哪个帮他。”

44月月1313日日、、1414日日，，由成都由成都
市政协主办的市政协主办的““20192019春季在春季在
蓉港澳台侨大学生城市互蓉港澳台侨大学生城市互
动体验营暨青年城市推广动体验营暨青年城市推广
志愿者活动志愿者活动””在成都黄龙在成都黄龙
溪溪··欢乐田园展开欢乐田园展开。。来自四来自四
川大学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西
南财经大学南财经大学、、电子科技大电子科技大
学学、、西南交通大学和成都中西南交通大学和成都中
医药大学的上百名在蓉港医药大学的上百名在蓉港
澳台侨大学生和相关嘉宾澳台侨大学生和相关嘉宾
共同参与共同参与。。1313日的篝火晚会日的篝火晚会
现场现场，，一首以快闪形式歌唱一首以快闪形式歌唱
的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引发了引发了
全场大合唱全场大合唱，，现场视频随后现场视频随后
被观众们传到各个社交平被观众们传到各个社交平
台台，，引发热烈反响引发热烈反响。。

据悉据悉，，本次活动是继本次活动是继
去年去年““成都初印象成都初印象··人生新人生新
征程征程””在蓉港澳台在蓉港澳台大学大学生生
系列城市互动体验营活动系列城市互动体验营活动
后后，，又开启的崭新活动又开启的崭新活动。。主主
办方介绍办方介绍，，本次活动以本次活动以““畅畅
游田园春色游田园春色··乐享成都生乐享成都生
活活””为主题为主题。。活动从选题选活动从选题选
址到细节规划都经过了非址到细节规划都经过了非
常周详的走访和考察常周详的走访和考察，，在在
千年古镇黄龙溪感受古镇千年古镇黄龙溪感受古镇
韵味韵味、、观看当地传统民俗观看当地传统民俗
表演表演、、在欢乐田园品味成在欢乐田园品味成
都乡村文化都乡村文化，，旨在让在蓉旨在让在蓉
港澳台侨大学生深入了解港澳台侨大学生深入了解
更多元全面的成都文化更多元全面的成都文化、、
更快融入成都更快融入成都，，感受天府感受天府
文化时代风采的同时文化时代风采的同时，，窥窥
见城市发展脉络见城市发展脉络。。

拥有1700多年建镇历史的黄龙
溪古镇，青石黛瓦、风景秀丽如诗如
画，引得来到黄龙溪的港澳台侨大
学生纷纷发出赞叹。

第一次来到黄龙溪，来自成都
中医药大学的庄海宁，就被这里的
人文景观所吸引，“感觉很复古，尤
其是听到民谣音乐人在街上唱赵雷
的《成都》的时候，更觉得成都无论
哪里都充满魅力。”

夜幕降临，记者来到篝火晚会
现场，百余名身着红黄蓝绿四色服
装的同学们围成半圆，架起的篝火
映照着他们的脸庞。四川师范大学
的《江南》独唱、电子科技大学的《晴
天》合唱、四川大学的《干杯》合唱、
众人一起跳锅庄……由六所高校在
蓉港澳台侨大学生带来精彩纷呈的
节目，让人目不暇接。

来自台湾，目前在西南财经大
学学习的陈琦帧说，来到成都已有
半年，自己已经非常适应这座城市。
在晚会上，陈琦帧与来自香港的同
级校友吴嘉壕一起表演说唱。他们
表示：“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
成都的热爱。”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正当同学们沉醉在晚会欢乐
的气氛中时，黄龙大剧院阁楼传来一
阵悠扬的歌声，现场顿时安静了下
来。在两束射灯的映照下，身着黄色
队服的四位同学出现在剧院两边的
阁楼，齐声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歌
声穿透夜空。在场的港澳台侨大学生
和嘉宾们不约而同，纷纷拿起手中的
五星红旗，跟着音乐节拍挥舞，霎时
间引发百人大合唱，相关视频也迅速
走红各大社交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同学们还体验
了一把黄龙溪著名的非遗民俗表演
——“烧火龙”。随着阵阵欢呼，一
条金色的“巨龙”飘然进入篝火晚
会现场，飞舞四溅的漫天火花和

“巨龙”在焰火中来回穿梭、舞蹈，
让同学们大饱眼福，纷纷掏出手机
记录下这难得一见的成都特色民
俗。篝火不断燃起，“烧火龙”的火
光在空中飞舞、同学们围着篝火尽
情载歌载舞，一片欢歌笑语定格在
黄龙溪的夜色中。

据悉，早在2010年，“烧火龙”就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有风调雨顺、幸福美满之意。主
办方介绍，“烧火龙”表演不仅让同
学们体会到正宗川西风情，也是对
港澳台侨大学生在蓉求学、生活、就
业的一份美好祝福。

篝火晚会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深度感知天府文化

欢乐田园 体验优美乡村春光

40余年久病成医，每次女儿癫痫
病发作时，她都会用手捏住女儿的鼻
梁，以此来缓解症状。在她的精心护
理下，女儿原本一个月要发作好几次
的癫痫，基本上也要一两个月、两三
个月才发作一次了。她是第五届成都
市孝老爱亲道德模范钟德华，新津县

花源镇一位不平凡的母亲。
1965年，钟德华与丈夫结婚，婚

后两人育有4个子女。1971年3月，三
女儿夏凌出生。6岁时，夏凌被确诊
为爆发性脑膜炎。经住院治疗，夏凌
脱离生命危险，身体也开展逐渐恢
复。出院后，夏凌须常年服药持续治
疗。由于药物不断，引发癫痫、牙齿
脱掉等后遗症。1988年，丈夫因病去
世。此后，钟德华独自将四个子女抚
养长大。除夏凌外，三个孩子都已成
家立业。如今，钟德华依然独自照顾
着女儿夏凌。钟德华的儿子说：“妹
妹能活到现在简直是奇迹，这都离不
开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受访者供图

40余年无私母爱 生命奇迹在延续

林秀芳照料瘫痪的小叔子柳中才

钟德华

上接01版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
用权“三权分置”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
适应自然资源多种属性以及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与国土空间
规划和用途管制相衔接，推动自然
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加
快构建分类科学的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体系，着力解决权利交叉、缺
位等问题。处理好自然资源资产所
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创新自然资
源资产全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
的实现形式。落实承包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开
展经营权入股、抵押。探索宅基地
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
置”。加快推进建设用地地上、地表

和地下分别设立使用权，促进空间
合理开发利用。探索研究油气探采
合一权利制度，加强探矿权、采矿
权授予与相关规划的衔接。依据不
同矿种、不同勘查阶段地质工作规
律，合理延长探矿权有效期及延
续、保留期限。根据矿产资源储量
规模，分类设定采矿权有效期及延
续期限。探索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
设权，加快完善海域使用权出让、
转让、抵押、出租、作价出资（入股）
等权能。构建无居民海岛产权体
系，试点探索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转
让、出租等权能。

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推
进相关法律修改，明确国务院授权国
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具体代表统
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者职责。

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
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
价。加快研究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分
类标准，建立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
评价制度，充分利用现有相关自然资
源调查成果，统一组织实施全国自然
资源调查，掌握重要自然资源的数
量、质量、分布、权属、保护和开发利
用状况。

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强
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编制实施国土
空间规划，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
线，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对国土空间实
施统一管控，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整体
保护。加强陆海统筹，以海岸线为基

础，统筹编制海岸带开发保护规划，强
化用途管制，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
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发利
用。推动自然生态空间系统修复和合
理补偿。坚持政府管控与产权激励并
举，增强生态修复合力。编制实施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建立健全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机制。
坚持谁破坏、谁补偿原则，建立健全
依法建设占用各类自然生态空间和
压覆矿产的占用补偿制度，严格占用
条件，提高补偿标准。落实和完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责任人承担
修复或赔偿责任。对责任人灭失的，遵
循属地管理原则，按照事权由各级政
府组织开展修复工作。健全自然资源
资产监管体系。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法律体系。

百名在蓉港澳台侨大学生畅游黄龙溪
同声齐唱《我和我的祖国》

音乐产业推介会、主题音乐会
讲述成都音乐发展的故事

“音城会”作为全球最具创新性
和影响力的音乐类国际盛会，是全
球各音乐城市每年共商共聚的高规
格、专业性平台，由世界领先的音乐
产业发展机构英国声音外交公司
（Sound Diplomacy）创办。

这也是四川提出发展音乐产
业，成都提出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打
造国际音乐之都以来，举办的首个
全球性音乐产业大会。此次音城会
是大会创办以来规模最大、国际化
程度最高的一次盛会。

在三场分会场中，音城会嘉宾
前往成都特色小镇参观体验，组委
会以音乐产业推介会、主题音乐会
的形式，讲述成都音乐发展的故事，
让嘉宾更深刻地了解成都的音乐历
史与文化。

大邑分会场
多名外国嘉宾出席招商推介会

4月13日，第八届音乐之都城市
大会大邑分会场暨安乐·INCEN-
TER城市音乐周，在安仁古镇开幕。
在城市音乐周上，还为我们特色音
乐小镇——安仁古镇，也是这次城
市大会分会场举办了招商推介会。

推介会上，联合国授牌的世界首个
音乐之都意大利博洛尼亚副市长玛
丽雷娜·皮拉蒂、音城会创始人沙
恩·夏皮罗（加拿大）、国际音乐产业
协会主席大卫·罗斯（美国）等30余
名外国嘉宾出席。

在推介会的外场安仁坝子广场，
“安乐·INCENTER城市音乐周”演
出活动同步来袭，“乐团圈”鼓手、

“MP魔幻力量”的DJ、百分百全能唱
跳歌手——鼓鼓（吕思伟）嗨爆现场。

为了让全球更多音乐人士了解
安仁音乐小镇规划，组委会专程组
织与会嘉宾参观安仁公馆老街规划
馆、今时今日安仁、威士忌博物馆、
方知书房等具有安仁特色的的文创
空间，同时也参观了锦绣安仁、南岸
美村、乡苑酒店等安仁活力田园风
情，让来宾感受非凡的乡村体验。

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副市长：
将把音乐建设经验带给崇州

4月13日，第八届音乐之都城市
大会崇州分会场“崇韵·INCEN-
TER”音乐治疗及健康文旅沙龙活
动在四川成都市崇州街子音乐小镇
举行。来自意大利、美国、英国、马来
西亚等12个国家和地区音乐城市的
政府官员、音乐企业、科技企业、学
术机构、文创投资公司、音乐从业者

等重要国际嘉宾出席活动。
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副市长玛丽

雷娜·皮拉蒂女士也来到崇州街子
镇，她表示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的世界首个音乐之都，博洛尼
亚市将会把音乐建设经验带给崇
州，将博洛尼亚歌剧院在剧目打造、
演出交流、人才培育等方面的做法
分享给街子音乐小镇，为街子音乐
小镇给予启示和帮助。

来到白鹿音乐小镇
嘉宾赞不绝口

文艺范、法式建筑、音乐小镇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给人的画
面感太美好了，似乎是从油画中跳
脱出来的静谧之地。这就是白鹿音
乐小镇，因法式建筑与音乐而为人
所熟知。

4月13日下午，嘉宾们来到白鹿
音乐小镇游览，参观了玫瑰广场、中
法风情街、“最牛”教学楼、上书院等
景点，还参加了相关音乐主题活动。

嘉宾们对白鹿音乐小镇都是赞
不绝口：“白鹿带给了我一个惊喜，
也是一项新的发现，让我惊讶的是
在这群山之中竟然还有这样美丽的
欧式建筑小镇，未来的它也许将因
音乐而被世界瞩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安乐·INCENTER城市音乐周
演出活动现场

了解成都音乐故事
音城会嘉宾来到了这些特色小镇

去过美国华盛顿、英国
布莱顿、德国柏林……吸引
40多个国家、240多座城
市参与的音乐之都城市大
会（以下简称音城会）首次
进入中国来到成都。4月10
日～13日，第八届音城会
在成都市举办。

音乐之都城市大会

每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今日起，成都市在
全市掀起“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暨“全民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月”活动。

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国
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
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
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
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以人民 安全为宗旨，以政治
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
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
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
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
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国家安全法》何时通过和生效
的？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有哪些
权利……接下来一个月，本报将围
绕国家安全宣传主题，进行持续性
报道，敬请关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今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关于国家安全，你知道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