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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4日，中国著名制片人张

纪中携正在宝鸡热拍的CCTV40集史诗宏篇

巨著《英雄时代》剧组主创人员来到了七彩

凤县，观凤县美景，品凤县美食，赏凤飞羌舞。

一路走来，大胡子张纪中对凤县赞不绝口，称：

“最美小城果然名不虚传！”

据悉，本次《英雄时代》剧组及张纪中

走进凤县活动，是由宝鸡文化旅游管委会精

心策划、组织安排的。40集电视连续剧《英

雄时代》是我国首部反映炎黄时代的史诗大

戏，该剧由中央电视

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

心倾力打造，著名制

片人张纪中担纲指导，

也是继央视一套《新

水浒》之后的“一号

大戏”。《英雄时代》在

宝鸡炎帝影视基地拍

摄期间，张纪中寻觅

外景地时相中了我县

嘉陵江源头气势磅礴、

鬼斧神工的原始自然

风光，为中华三祖之

一的蚩尤安了“新家”，

剧组这两日也转场至

凤县嘉陵江源头开拍。

14日中午，我县四大班子领导带着蔬菜、

水果等特产抵达外景拍摄地看望慰问了剧组

人员，给他们送去了夏日的清凉。在一片欢声

笑语中，车辆翻越秦岭走进凤县，眼前豁然开

朗，一路美景如画，张纪中说,“凤县山美水美，

风光秀丽，真是一块绝佳的影视剧外景基地。”

在碧波荡漾的迎宾湖畔，同行的剧组主创人

员抵挡不住蓝天、白云、绿树和湖水的诱惑，

纷纷拍照留念，含着花草清香的空气与清凉湖

水让大家浑然忘却了夏日的酷热。

沿嘉陵江顺流一路南下，沿途如诗般的

美景不时引来车上的一片赞叹声，七十多公里

的“秦岭花谷”可谓是移步易景，吸引了大家

的眼球，在咔咔的快门声中让所有人忘记了疲

惫而陶醉其中。就连大胡子张纪中也忍不住发

出：“真是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感叹。

随后，张纪中一行还参观了位于古凤

州的消灾寺景区和凤县展览馆，兴致勃勃

地品尝了凤县的特色美食，宝鸡市文管委

党工委书记、常务副主任陈建平代表宝鸡

市副市长、文管委主任丁琳向张纪中赠送

了青铜器—何尊，凤县当地政府也向剧组

赠送了具有凤县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羌绣。

夜幕降临，大家乘坐观光小火车走进了

羌族文化示范园，高大肃穆的羌族碉楼、古

朴神秘的羊头图腾、翩翩美妙的羌族萨朗、

铿锵有力的羊皮鼓声，扑面而来的羌族文化

气息让剧组所有人员都惊叹不已，仿佛穿越

时空，再次置身于千年之前的古羌寨。

参加了具有羌族特色的入寨仪式，品

尝了美味的萨朗咂酒，剧组主创人员还和

热情的凤县群众在演艺中心的广场上跳起

了优美的羌舞萨朗。随后，大家又来到了

大型民族山水舞蹈诗《凤飞羌舞》的演出

剧场，这场由现代舞美技术、秦岭奇山秀

水与古老羌族神秘文化完美结合的视觉盛

宴带给了观众无与伦比的享受和震撼。就

连打造了无数影视经典的张纪中也发出由

衷的赞叹，他说：“我觉得特别好，让我大

吃一惊，不论从舞蹈编排、舞台效果、灯

光音响都很好，让人非常振奋。”

张纪中和剧组工作人员在观看完《凤飞羌

舞》后，还饶有兴致的游览了县城夜景，观赏

了音乐喷泉。短暂的行程很快就结束了，但张

纪中对凤县之行还意犹未尽，他说：“凤县是

凤栖之地，这里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景观令人印

象深刻，巍峨逶迤的秦岭，婉转秀丽的嘉陵江，

自然景观独特雄奇，秀美无比，不但是个不可

多得的旅游胜地，同时也是影视剧拍摄的一个

非常理想的外景地。”

在了解到凤县曾经是《白莲花》、《火凤

凰》、《封神榜之武王伐纣》、《保安刘十八》

等多部影视剧的外景创作地后，张纪中表示，

他也有兴趣把凤县作为今年下半年准备开拍

的金庸武侠剧《侠客行》外景地。对于张纪

中欲将凤县作为新片《侠客行》外景地的提

议，凤县政府非常欢迎，并表示将全力配合

《侠客行》剧组做好拍摄工作，让全国更多

的观众通过影视剧了解凤县美景。

告别时，面对凤县人的盛情挽留，大

胡子张纪中说：“凤县，我还会回来的！”

（田俊雅 何鹏）

本报讯 面对近期错综复杂的天气

情况，河口镇不断强化防汛防滑意识，

切实把防汛防滑工作责任落实到位，确

保各项工作万无一失。

未雨绸缪，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在

镇防汛防滑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

下，全镇 14 个村结合各自实际情况，

修订完善了村级防汛防滑应急预案，明

确了各村防汛防滑重点区域及对象，成

立了村级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将应急准

备、应急响应措施、预警及信息报送等

各项工作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安排部署。

加强领导，抓好防汛防滑抢险队伍建

设。落实领导负责制，强化责任，面对近

期持续降雨，镇领导多次冒雨前往联系村，

查看灾害点，并对灾害点附近的居民进行

劝导教育，使其撤往村两委会搭建的临时

安置点生产生活，确保群众的人生财产安

全。同时本着专防

和群防相结合的原

则，做好防汛救灾队伍的组织落实工作，

逐一落实到村、到人，登记造册。5月底，

全镇组织干部群众70余人举行防汛防滑

实战演练，提高了应急队伍的抢险能力，

为安全度汛增强了保障。

畅通信息，建立健全预警系统。加

强汛期应急值守，坚决落实领导带班、

人员到岗的 24 小时值班制度。

干群协力，认真做好防汛安全排查

工作。各村积极发动群众组成 15 支隐

患排查队伍，对各村道路、桥梁、河道、

滑坡点等进行全面排查，做到早预报、

早准备、早转移。           （吴芊林）

本 报 讯 7 月 9 日中午

10:30，凤州镇苍坪村胡家

山地质灾害点上空警报声响

起，凤州镇灾害防治应急演

练正式拉开序幕。

近日来，凤州镇阴雨不

断，县气象局国土资源局连

续发出暴雨预警警报，防汛、

地质灾害防治形势极为严

峻，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干

部群众应对突发地质灾害的

应急反应能力和防灾避灾意

识，在临灾时能快速有效撤

离避让，努力减轻地质灾害

造成的损失，确保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凤州镇在

苍坪村胡家山滑坡点开展了

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演练。凤

州中心卫生院、龙口派出所

参与演练，县国土资源局对

演练全程进行了指导。

演练中，伴随着急促的

警报声，胡家山地质灾害点

38 名群众在 5 名中心户长的

精心组织下，扶老携幼，沿

着安全撤离路线，迅速撤离

到指定安全位置，为确保无

人遗漏，村支书指派专人挨

家挨户进行了查寻。随后，

凤州中心卫生院、龙口派出

所先后在规定时间内赶到了

现场，模拟了对受伤群众的

救治，对现场秩序的维护。

此次演练，主要模拟了胡家山地质灾害

即将发生紧急情况下，镇、村防灾减灾领导

小组迅速组织动员、高效撤离人员、开展有

序救助及后勤保障的过程。演练还发放地质

灾害防治常识宣传单 210 份。

                （杜先宏）

本报讯 7 月 15 日上午，平木镇

召开防汛紧急会议，进一步明确防

汛责任，落实防、抢、撤措施。全

镇机关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共 45 人

参加了会议。

会上，各村就防汛工作责任落实

情况、危房户的防抢撤情况、滑坡点

的监测排查情况进行汇报。分管领导

对近期防汛工作进行了重点安排，要

求各单位、各村要结合实际，明确任

务；加强宣传，加大巡回检查力度；

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保证信息畅

通；重点排查地质灾害点的隐患，及

早落实防抢撤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认识，克

服麻痹侥幸心理，强化忧患责任意识；

要加强排查，突出做好重点环节、重

点节点工作，完善各项防汛措施；要

夯实责任，从镇领导到村组干部要责

任落实到人，全镇领导干部要随时做

好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充分准备，确

保全镇安全度汛。           （何丹）

本报讯 今年入汛以来，唐藏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专门组

织召开镇村干部大会，周密部署

防汛工作。

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成立

了镇防汛指挥部，组建了 100 余

人的防汛抢险队伍，镇上采取“领

导包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重

点户”的办法，对镇区及行政村

的防汛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划分，

做到“人人有事管，事事有人担”，

确保全镇安全度汛。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利用

镇司法警车巡回宣传，教育广大

群众认识到防汛工作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提高群众对防汛抢险工

作的认识和防大汛、抢大险的安

全意识。镇防汛办修订完善了镇

区及 9个行政村山洪灾害防御预

案，一旦有汛情时有章可依，不

慌乱。

认真摸排，堵塞漏洞。组织

镇村干部对全镇重点区域及危房

户进行全面摸查，对可能引发地

质灾害的重点区域和路段，分片

包抓，责任到人，积极采取措施，

确保不出任何问题。

加强值班，灵通信息。在汛

期由主要领导带班、加强值守，

密切监测汛情变化，严格执行信

息报送制度，切实做到雨情、水

情、汛情、险情、灾情上传下达。

（李栋才）

本报讯 近日，一场强降雨袭击我县，

致使位于双石铺镇何家坪村关底下的滑坡

体发生位移，灾害检测员唐友田在巡查中

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涉及的 9户

村民紧急撤离，杜绝了群众的生命财产遭

受损失。入汛以来，我县的190名地质灾

害监测员巡查在防灾一线，实时监控全县

190个灾害点，保证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县地处秦岭腹地，地质环境脆弱，

汛期降水的增多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为了实时掌握汛情并消除

灾害损失，县气象部门深入全县 9 个镇，

对容易诱发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点进

行了实地核查，找准了暴雨致灾的关系

和临界值，建立了相关的数据库。县防

汛部门在全县设立了 45 个雨量站、46

处预警广播和 52 个水位站，同时，搭建

防汛预警平台和短信群发平台，在暴雨

时及时灵通信息，消除群众恐慌。

同时，县国土部门选择居住在灾害

点附近，防灾意识强而颇有经验的 190

名群众，聘请为灾害监测员，配备雨具、

强光灯、铜锣等防灾装备，每年发给一

定的监测补助费。这些灾害监测员长年

居住在灾害点附近，对每个滑坡、每股

洪流都非常了解，在生活生产过程中就

能随时填写监测记录。一旦灾害点发生

变化，监测员可立即通过短信平台上报

信息，如遇紧急险情，更可以敲响预警

铜锣，通知村民第一时间安全撤离。

“我们村后山的滑坡点关系着半个

村子的安全，村前的安河一旦上涨又会

冲走果园，我们本来就对这两个地方特

别注意，遇到下暴雨都是 24 小时不间断

监控。现在县上选我们当监测员，我们

等于是拿着补贴为自己的安全干事，积

极性都强得很，值班记录都写得可详细

了！”河口镇下坝村灾害监测员张智说。

据悉，为安全度汛，我县 11 个部

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彻查全县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先后发布气象、水情通报 9 条，

发布防洪防地质灾害预警建议 5 条。在

灾害检测员的配合下巡查处置灾情、险

情 4 起，有效防止了可能造成的灾害损

失，无一人伤亡。              （刘鸿）

加强灾害监测  确保汛期安全
我县190名监测员紧盯灾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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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木镇

紧急会议 落实防撤措施

 河口镇

多措并举 确保安全度汛

《英雄时代》剧组走进凤县 张纪中钟情最美小城

及早部署  确保安全度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