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银监分局

金融许可证公告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川支行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监

管分局批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灵川支行

许可证号码：B1087S345030008

营业地址：灵川县龙头岭开发区

四小区电信局北面“顺福花园”C 幢 1

-1-9、1-1-10、1-1-11 号

邮政编码：541000

联系电话：0773899680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

监管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要求，现将我局拟批李石生委托
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的《秀峰
区篦子园 11 号危房重建》方案予以公
示（详见公示网站）。

该项目位于篦子园 11 号，总建筑
面积 71 . 37 平方米。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请
以书面形式将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
联系方式)于公示期内送达临桂区西城
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西辅楼桂林市政
务中心三楼 C 区 29 号桂林市规划局
窗口(联系电话：5812513)。申请人及
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限：自公示刊登日起，至
顺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址： www.glghj.gov.cn
桂林市规划局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公 示

电子信箱：34613047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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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唐顺生 文／摄）
10 月 9 日，由秀峰区纪委、秀峰区文
联联合举办的秀峰区首届“翰墨扬清
风”廉政书画巡回展，正式在该区政府
一楼展厅“亮相”。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进一步深化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廉
政文化教育的熏陶和导向作用，着力营
造秀峰区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该区精
心策划了此次廉政书画巡回展活动。

本次参展作品紧紧围绕“廉政”这

一主题，以书画艺术展示的形式，
颂扬清廉和传播廉洁理念。据悉，
经桂林市书画名家们的评选，从近
百幅作品中，遴选出 50 余幅作品
参展。

为切实推动廉政文化“进机
关、进社区、进家庭”，此次廉政书
画巡回展除了在该区机关展出外，
还将于本月中下旬，在辖区相关单
位、各街道办事处、学校和部分企业
相继展出。

艺术的感染 文化的浸润 心灵的洗涤

秀峰区举办首届

“翰墨扬清风”廉政书画巡回展

本报讯（记者张弘 通讯员蒋正
春） 10 月 11 日上午，广西师范大学
育才校区图书馆的校园书店刷屏了师生
的朋友圈，这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打造的引领校园阅读风潮的实体书店
“独秀书房·育才店”，是对广西师范
大学 86 周年校庆的献礼。广西师大校
长贺祖斌还在“独秀书房人文实验室”
首场文化沙龙演讲。

对于建立在大学校园里的“独秀书
房”，广西师范大学校长贺祖斌认为它
应该区别于其他校外书店，“这是我们

高校里的一个人文实验室，让学生接受
的是人文精神的熏陶，而不是实验的论
证”。在发言中，他对书房还提出了三
点希望：一是书房一定要品质高，无论
是建设还是图书，都应该充分体现学术
性、人文性、专业性等特点。二是在书
房的功能方面，它不仅仅是一家书店，
还更多的是一个集展示、阅读、购买和
讨论交流、咖啡上网于一体的场所。三
是从实体书店的销售数据来看，如今实
体书店单靠卖书是很难生存的，因此学
校要投入，比如由校方提供一种勤工俭

学的方式，鼓励喜爱阅读的学生做店
员，同时水电费通通免掉，这样书店才
能生存下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艺兵表示，开展“独秀书房
人文实验室”首场文化沙龙庆祝独秀书
房回归母校，也是希望独秀书房化身一
个先进文化交流传播的空间，在此追寻
历代师大人执教治学的历史传统，传承
发扬“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的精神文脉，
让生生不息的师大文化传统代代相承，
成为师生校友一生瞩望的文化记忆。

据悉，自 2016 年 10 月，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同时推出实体书店品牌
“独秀书房”和阅读推广文化服务品牌
“观文馆”以来，已有 7 家“独秀书
房”落地。 10 月 10 日上午，首府高
校第一家“独秀书房”也正式落户广西
艺术学院。对于走进高校开办书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个“小目标”———
2 0 20 年之前，将在全国高校建成
20 — 30 家“独秀书房”，与学校共建
大学人文实验室，为高校建构阅读、人
文新生态。

“独秀书房人文实验室”首场文化沙龙开讲

2018 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
回赛桂林赛段比赛将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 21 日在桂林市举行。为确保赛
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39 条规定，
决定对比赛涉及的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
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10 月 20 日柳州至桂林赛段
(一)比赛线路
柳州市政广场(起点)-东堤路-沿江

路-环江滨水大道-桂柳路-三门江大桥
-新柳大道-鹿寨县广场路-建中西路-
建中东路-大桥路-鹿寨大桥-桂林市
X603 县道-S306 省道-临苏路-万平路
-凤凰路-桂林市一院两馆(终点)。

(二)管制事项
1 . 10 月 20 日凌晨 1 时起至比赛结

束，临桂区凤凰路(公园北路路口至山
水大道路口)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2 . 10 月 20 日 8 时起至比赛结
束，禁止货车、三轮汽车、拖拉机、危
险品运输车、大型客车进入赛道。

3 . 10 月 20 日 11 时 30 分起，桂
林市 X603 县道 (桂林柳州界牌 )—
S306 省道— S306 省道与 G322 国道
交叉口(两江永福路口)禁止车辆通行，
预计 15 时 30 分解除交通管制。

4 . 10 月 20 日 13 时 30 分起，
S306 省道与 G322 国道交叉口(两江永
福路口)—临苏路—万平路—凤凰路—
桂林市一院两馆广场禁止车辆通行，预
计 16 时解除交通管制。

二、10 月 21 日桂林城市赛段
(一)男子赛比赛线路
中心广场(起点)—中山中路—中山

南路—崇信路—瓦窑西路-凯风路—
G321 国道—荆凤路—荆垭隧道—荆凤
路—抗战路—十里画廊— G321 新国
道—山水大道—龙脊山隧道—阳朔大
桥— S305 省道—古榕隧道— S305 省
道— S094 省道— X097 县道— X068
县道—新河大桥— X068 县道— X113
县道—桂磨大道—铁山路—七里店路—
七星路—龙隐路—穿山路—自由路—解
放桥—解放东路—中山中路—中心广场
(终点)。

(二)女子赛比赛线路
桂林园博园南门(起点)- G321 国

道—荆凤路—荆垭隧道—荆凤路—抗战
路—十里画廊— G321 新国道—山水大
道—龙脊山隧道—阳朔大桥— S305 省
道—古榕隧道— S305 省道— S094 省
道— X097 县道— X068 县道—新河大
桥— X068 县道— X113 县道—桂磨大
道—铁山路—七里店路—七星路—龙隐
路—穿山路—自由路—解放桥—解放东
路—中山中路—中心广场(终点)。

(三)管制事项
1 . 10 月 20 日 19 时起至比赛结束，

雁山区园博大道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2 . 10 月 20 日 20 时起至比赛结

束，中山中路(十字街至文明路口)禁止
车辆通行。

3 . 10 月 20 日 22 时起至比赛结
束，榕城路、依仁路(中山中路至正阳
步行街)、杉湖北路、三多路(湖光路路
口至中山中路路口)、府后里南段、八
桂路、府东里(八桂大厦后巷)禁止车辆
停放。

4 . 10 月 21 日 5 时 30 分起至比赛

结束，中山中路(十字街至文明路口)、
榕城路、依仁路(中山中路至正阳步行
街)、杉湖北路、三多路(湖光路路口至
中山中路路口 )、府后里南段、八桂
路、府东里(八桂大厦后巷)、文化宫路
禁止车辆通行。

5 . 10 月 21 日 6 时 30 分起至比赛
结束，禁止货车、三轮汽车、拖拉机、
危险品运输车进入赛道。

6 . 10 月 21 日 7 时 30 分起，中山
中路(文明路口)—中山南路—崇信路—
瓦窑西路-凯风路— G321 国道—阳朔
县城加油站三岔路口禁止车辆通行，预
计 12 时 30 分解除交通管制。

7 . 10 月 21 日 8 时 30 分起，阳朔
县城加油站三岔路口—荆凤路—荆垭隧
道—荆凤路—抗战路—十里画廊—
G321 新国道—山水大道—龙脊山隧
道—阳朔大桥— S305 省道—古榕隧
道— S305 省道—福利镇三岔路口禁止
车辆通行，预计 13 时 00 分解除交通
管制。

8 . 10 月 21 日 9 时 10 分起，福利
镇三岔路口—省道 S 0 9 4 —县道
X097 —县道 X068 —新河大桥—大圩
镇大圩海洋三岔路口禁止车辆通行，预
计 14 时 30 分解除交通管制。

9 . 10 月 21 日 10 时 45 分起，大
圩镇大圩海洋三岔路口—县道 X113 —
桂磨大道大圩路口—桂磨大道—铁山
路—七里店路—七星路—龙隐路—穿山
路—自由路—解放桥—解放东路—十字
街禁止车辆通行，预计 15 时解除交通
管制。

10 . 10 月 21 日 12 时 30 分起，滨

江路(文昌桥路口至人民路路口)禁止车
辆通行，预计 17 时解除交通管制。

三、管制要求
(一)管制期间，赛道两侧道路禁止

一切车辆停放，禁止堆放物品。
(二)管制期间，赛道沿线两侧行人

不得进入赛道，严禁在非指定地点横穿
赛道。为方便群众出行，公安机关将在
赛道沿线预留必要的横穿通道，行人、
非机动车在不影响比赛的情况下经执勤
民警引导，可以快速横穿赛道。各横穿
通道具体地点及交通管制更多信息请通
过“广西桂林交警”微信公众号了解。

(三)管制期间，赛道沿线居民应妥
善看管自家宠物、家禽和牲畜，避免动
物冲入赛道，影响比赛。

(四)公交、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运企
业请根据本通告规定，提前调整车辆运
营时间和线路。受交通管制影响的有关
单位、居民和游客，请自行调整生产运
输和出行安排，合理规划行程。

(五)管制期间，公安机关将根据现
场活动情况视情提前或推迟交通管制时
间，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并根据
比赛进行情况，逐段解除交通管制。

请广大市民群众自觉配合赛事交通
管制工作。对不服从民警和工作人员指
挥，扰乱比赛秩序的违法行为，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法律法规予以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通告。
桂林市公安局

2018 年 10 月 8 日

本报讯(记者张弘 通讯员薛志丹
文/摄)10 月 11 日上午，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魔法象童书馆师大实验幼儿园
分馆开馆仪式在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幼儿
园隆重举行。

“桂林米粉细又长，桂林米粉实心
肠……”开馆仪式在孩子们充满童趣和
桂林特色的《桂林童谣》表演后拉开帷
幕。

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园长陈军
在致辞中表示，非常荣幸师大实验幼儿
园作为魔法象童书馆在桂林幼儿园系统
中唯一一家实体童书馆。童书馆开馆后，
将在童书馆日常运营中开设“园长妈妈
讲故事”等特色课程，也将为家长和孩
子提供借阅服务，并在未来围绕这些图
书开展绘本剧、音乐剧、手工课程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副总裁施
东毅为大家介绍道，童书馆现有馆藏图
书 1500 册，其中涵盖 2-6 岁适读的图
画书和家长老师适读的阅读指导书。按
照“爱与分享”“品格培养”“自然科
普”“性别教育”等家长和老师关心的

主题分十个大种类，涵盖凯迪克大
奖、凯特格林纳威大奖等几十种奖
项。未来，师大实验园魔法象童书
馆将享有魔法象童书馆全品类童书
的同步更新，除此丰富的图书以
外，幼儿园经验丰富的老师，出版
社国际知名的作家，甚至师大教育
学部的学前教育专业的教授们，共
同研究家庭、老师、孩子们对亲子
阅读最真实的需求，为孩子创设富
有童趣的图画书延伸课程，并研发
出亲子阅读指导课程和幼教教材。

开馆后的第一场活动在开馆当
天下午举行，台湾儿童文学作家、
诗人子鱼以“为你朗读，打造书香
幼儿园”为主题，进行阅读方法指
导讲座，为师大实验幼儿园的普通
家长、教师讲述为儿童朗读图画书
的“说演式”朗读策略，用最具指
导意义的讲座活动，贯彻童书馆的
理念——— “为你朗读，让爱成为魔
法！”。

广西师大出版社魔法象童书馆

师大实验幼儿园分馆开馆

杜元实编著
《怎样当好家长》出版

本报讯（记者张弘）依据 2016 年
11 月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个部门发
布《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 2016－2020 年）》的具体要求，
82 岁的桂林市体操学校退休教师杜元
实历经两年时间，编著《怎样当好家
长》这本书。该书近日由云南德宏民族
出版社出版发行。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青少年
发育成长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孩子从出
生的那一刻开始，父母的一言一行、教
育指引，就会刻在他们的性格和习惯

中，相伴一生。父母是孩子的“镜
子”，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也是终生的
老师。父母的言谈举止、政治素质、道
德水准、文化修养等直接关系到孩子的
成长。

《怎样当好家长》全书内容分为四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家教家风》共 25 篇，
列举古今中外典型案例，立家之规，把家
的责任担在肩头；立家之风，把家的文明
代代相传。第二部分《家长课堂》授课教
材 14 讲，这一部分是本书的重点。按

《规划》要求，比较系统地把家庭教育的

基本知识传授给家长，提供家长学校选
用教材时参阅，有助于提高家长的素质。
第三部分《科学育人》计 28 篇，列举在
家庭教育中出现一些关键细节问题和培
养国家合格人才的方法与要求，提供家
长在教育孩子时联系实际选阅。第四部
分《附录》计 5 篇，阐明编写本书的理论
依据。全书图文并茂，融知识性、思想性、
实用性、时代性、可读性于一体。

《怎样当好家长》封面

□新华社记者郝亚琳

平头，一身朴素的黑色中式对襟圆
领礼服。墨尔本交响乐团的指挥台上，
著名作曲家谭盾清瘦的身影并不太显
眼。

但是，当乐声响起，你会发现他的
内敛含蓄恰恰是作品中情感和力量的最
好衬托。

日前，在墨尔本艺术中心，谭盾和
墨尔本交响乐团合作演绎了自己以敦煌
为灵感创作的最新作品《慈悲颂》。乐
器演奏与歌唱相结合的形式、 6 个独
立小故事的叙事结构使它更像是一部歌
剧。更特别的是，唱词部分包含中国古

典诗词和佛经，需要用中文和梵文演
唱。

这次负责合唱部分的是墨尔本交响
乐团合唱团，从拿到曲谱到最终上台，
排练时间只有短短 6 周。而此前，团
员们从未用中文演唱过。

这也意味着，不论对于演唱者还是
观众，如何去演绎和理解这部作品都是
一个挑战。

不过，从演出效果和观众的反响来
看，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当晚，能
容纳近 2500 人的哈默大厅几乎满员。
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报以长达
十几分钟的热烈掌声。记者在演出后随
机采访了几名观众，无一例外都给出了
“精彩”的评价，尽管需要借助现场大

屏幕上的英文字幕，但他们都理解了故
事情节，感受到了作者想要传达的慈
悲、善良、牺牲和博爱。

在采访中，谭盾特别提到一个小
细节。“让我感受很深的就是这个合
唱团，排练的时候我问他们，你们唱
得这么好，谁是中国人？当时只有一
个人站起来，其他全是外国人。当时
我非常激动，我觉得是敦煌的故事感
动了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感动了他
们。”

中国元素是谭盾作品的一个鲜明特
色，但这并不仅仅体现在中式曲风的运
用、一些传统乐器的加入和中国神话传
说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适性的精
神内核搭配西方人熟悉的音乐形式，才

是他的作品能够为各国观众接受并喜爱
的重要原因。

墨尔本是《慈悲颂》继德国德累斯
顿音乐节首演后，在世界各地巡演的第
二站。接下来的几个月，这部作品将在
中国香港、美国等地演出，明年还将在
更多国家演出。

谭盾说，中国文化要跟全世界分
享，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精神平台和信
仰桥梁。“我个人认为，当今世界在追
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时候，中
国的传统文化很有感召力，比如对慈悲
善良的信仰，这在其他很多文化中都能
找到相通之处。”

“我特别感谢祖先给了我这把钥匙，
打开那么多人的心灵之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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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传统文化沟通世界———
记谭盾新作《慈悲颂》墨尔本站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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