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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畔璀璨明珠———南充

南充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嘉陵江中游，幅员

面积１．２５万平方公里，辖顺庆区、高坪区、嘉陵
区、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仪陇县、营山县、

蓬安县等３区１市５县，总人口７５２万，是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四川省第二人口大

市、四川省规划建设的特大城市，正在加快建设成

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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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早在新石器

时期，境内就有先民生息。古为 “有果氏”之国。

秦灭巴后境内始置阆中县。东汉建郡后，历代均为

郡、州、府、路、道、署治所，也曾是古巴国国

都、清初四川省省会、新中国建立初期川北行署

（省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自汉高祖置安汉县以

来，南充城已有２２００多年的建城史。阆中市为全
国历史文化名城，顺庆区、蓬安县为四川省历史文

化名城。这片沃土孕育了忠佑安汉公纪信、辞宗赋

圣司马相如、天文学家落下闳、汉代硕儒谯周、

《三国志》作者陈寿、明代父子宰相陈以勤和陈于

１



陛、开国元勋朱德、民主革命家张澜、共和国大将

罗瑞卿等名人志士。历史沉淀孕育了独具地方特色

的嘉陵江文化、丝绸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

艺术奇葩川北灯戏、川北大木偶、川北皮影被列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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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历来是川东

北交通要冲，自古西通蜀都、东向鄂楚、北引三

秦、南联重庆，今为国家二级交通枢纽城市，水陆

空立体交通网络畅达。东西走向的成 （都）达

（州）铁路、沪 （上海）蓉 （成都）高速公路和南

北走向的兰 （州）渝 （重庆）铁路、兰 （州）海

（口）高速公路交汇于此，列车动车组开行北京、

上海，成 （都）南 （充）、南 （充）广 （安）高

速公路全线通车，广 （元）南 （充）、巴 （中）南

（充）、南 （充）大 （竹）梁 （平）、成 （都）德

（阳）南 （部）等高速公路正加快建设；南充机场

已开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空中航线；嘉陵

江水上航运通广元、连重庆、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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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是国家重要

的商品粮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盛产水稻、玉米、

小麦、油菜、花生、柑橘、蚕茧等，素有 “果

城”、“绸都”之美誉。嘉陵江贯穿全境，水能资

源开发潜力巨大，南充段９级航电工程装机容量达
８９万千瓦。石油天然气盐卤储量丰盛，是西南地
区最大岩盐沉积地，盐卤储量达１．７万亿吨；天
然气储量近万亿立方米，石油总储量约８０００万吨，
是四川省规划的川东北石油天然气能源化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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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已建成规模

旅游景区５０余处，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８个、国
家４Ａ旅游区 ６个，形成了 “阆中古城、将帅故

里、三国文化、嘉陵风光”４条旅游精品线。秀美
的嘉陵江以及嘉陵第一江山、嘉陵第一桑梓、嘉陵

第一曲流、千年绸都第一坊、朱德故里琳琅山、佛

教圣地凌云山、蜀北名山太蓬山和中国钓鱼城升钟

湖、国家森林公园金城山、国家湿地保护区构溪

河、太和鹭鸟保护区等佳山胜境，美轮美奂。阆中

古城、汉桓侯祠、陈寿万卷楼、川北贡院、宋代白

塔、周子古镇、朱德旧居、张澜旧居、罗瑞卿故居

等历史圣迹，厚重深远。

!"EFGH' IJKL,

南充近两年

ＧＤＰ保持在四川省第５位。南充经济开发区、蓬
安工业园区被四川省政府列为成长型超１００亿产业
园区重点培育，东风汽车、燕京啤酒、汇源果汁、

江苏雨润等一大批国内 ５００强企业落户南充，
ＰＴＡ、龙岗天然气净化等油气化工重大项目有力推
进，四川核电、天然气发电、嘉陵江航电、华能火

电等能源产业不断壮大，将逐步形成石油化工、汽

车汽配、丝纺服装、轻工食品、建筑建材、水电能

源等支柱，再造一个南充工业。规模以上农业龙头

企业达２００家，建成国、省级标准化示范基地４０
个，南充现代化农业产业区列入国家首批现代农业

示范区。南充商贸繁荣，人气旺、商机浓，是川东

北部最大的物质集散地和物流配送中心。南充科教

人力资源雄厚，有西南石油大学、西华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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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医学院等部省属高等院校６所，有各类科研机
构１１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达１０万余
人。南充已形成了川东北商贸物流中心、教科文卫

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

南充人民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围绕加

快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

城市的发展目标，坚定不移实施项目推动战略，坚

定不移推进优势产业跨越发展、坚定不移推进民生

问题有效解决、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努力

建设富裕文明、繁荣昌盛的美好家园！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

４



目　录　

目　录

嘉陵江畔璀璨明珠———南充 （１）
!!!!!!

建置　区划 （１）
!!!!!!!!!!!!!

　 【地理位置】 （１）
!!!!!!!!!!!

　 【建置沿革】 （１）
!!!!!!!!!!!

　 【行政区划】 （４）
!!!!!!!!!!!

自然环境 （９）
!!!!!!!!!!!!!!

　 【自然条件】 （９）
!!!!!!!!!!!

　 【自然资源】 （１４）
!!!!!!!!!!!

　 【自然灾害】 （１７）
!!!!!!!!!!!

人口　民族 （１８）
!!!!!!!!!!!!!

　 【人　口】 （１８）
!!!!!!!!!!!!

　 【民　族】 （２０）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２１）
!!!!!!!!!

　 【经济实力】 （２１）
!!!!!!!!!!!

　 【产业发展】 （２１）
!!!!!!!!!!!

　 【城市建设】 （５４）
!!!!!!!!!!!

　 【社会事业发展】 （６１）
!!!!!!!!!

　 【高等院校】 （８２）
!!!!!!!!!!!

　 【人民生活】 （８８）
!!!!!!!!!!!

重要活动 （９０）
!!!!!!!!!!!!!!

　 【南充人留法勤工俭学】 （９０）
!!!!!!

１



!" !#$"% "&' #'"%

$

　 【张澜南充创办实业教育】 （９１）
!!!!!

　 【青少年罗瑞卿在南充反对 “佃当捐”】

（９２）
!!!!!!!!!!!!!!!!

　 【震惊全川的顺泸起义】 （９３）
!!!!!!

　 【光耀史册的升钟寺起义】 （９５）
!!!!!

　 【红军战斗在南充】 （９７）
!!!!!!!!

　 【南充和平解放】 （９８）
!!!!!!!!!

　 【胡耀邦主政川北】 （１０１）
!!!!!!!!

　 【朱德回故乡】 （１０４）
!!!!!!!!!!

　 【胡锦涛视察南充】 （１０８）
!!!!!!!!

　 【温家宝视察南充】 （１０９）
!!!!!!!!

重点旅游景区 （１１０）
!!!!!!!!!!!!

　 【三国文化游重点景区】 （１１０）
!!!!!!

　 【阆中古城游重点景区】 （１１１）
!!!!!!

　 【将帅故里游重点景区】 （１１２）
!!!!!!

　 【嘉陵风光游重点景区】 （１１４）
!!!!!!

　 【宗教朝圣游重点景区】 （１１６）
!!!!!!

　 【生态观光游重点景区】 （１１８）
!!!!!!

　 【南充古八景】 （１２０）
!!!!!!!!!!

民间艺术奇葩 （１２２）
!!!!!!!!!!!!

　 【川北灯戏】 （１２２）
!!!!!!!!!!!

　 【川北大木偶】 （１２２）
!!!!!!!!!!

　 【川北皮影戏】 （１２３）
!!!!!!!!!!

　 【川北剪纸】 （１２４）
!!!!!!!!!!!

　 【傩　戏】 （１２５）
!!!!!!!!!!!!

　 【巴渝舞】 （１２６）
!!!!!!!!!!!!

２



目　录　

风味小吃 （１２６）
!!!!!!!!!!!!!!

　 【川北凉粉】 （１２６）
!!!!!!!!!!!

　 【顺庆米粉】 （１２７）
!!!!!!!!!!!

　 【保宁蒸馍】 （１２７）
!!!!!!!!!!!

　 【顺庆卤鸭子】 （１２７）
!!!!!!!!!!

　 【阆中热凉面】 （１２７）
!!!!!!!!!!

　 【保宁白糖烧饼】 （１２８）
!!!!!!!!!

　 【蓬安河舒豆腐】 （１２８）
!!!!!!!!!

　 【南部方酥锅盔】 （１２８）
!!!!!!!!!

　 【南部卧龙榨】 （１２８）
!!!!!!!!!!

　 【南部肥肠干饭】 （１２９）
!!!!!!!!!

　 【营山凉面】 （１２９）
!!!!!!!!!!!

　 【东观辣子鸡】 （１２９）
!!!!!!!!!!

　 【大通热凉粉】 （１２９）
!!!!!!!!!!

名优特产 （１２９）
!!!!!!!!!!!!!!

　 【丝　绸】 （１２９）
!!!!!!!!!!!!

　 【柑　橘】 （１３１）
!!!!!!!!!!!!

　 【食　品】 （１３２）
!!!!!!!!!!!!

　 【农产品】 （１３５）
!!!!!!!!!!!!

　 【服　装】 （１３８）
!!!!!!!!!!!!

　 【中药材】 （１３９）
!!!!!!!!!!!!

民间风俗 （１４０）
!!!!!!!!!!!!!!

　 【生产习俗】 （１４０）
!!!!!!!!!!!

　 【生活习俗】 （１４４）
!!!!!!!!!!!

　 【节日习俗】 （１５２）
!!!!!!!!!!!

　 【婚嫁习俗】 （１５９）
!!!!!!!!!!!

　 【生育习俗】 （１６６）
!!!!!!!!!!!

３



!" !#$"% "&' #'"%

$

　 【丧葬习俗】 （１６９）
!!!!!!!!!!!

　 【交往习俗】 （１７６）
!!!!!!!!!!!

掌故　传说 （１８０）
!!!!!!!!!!!!!

　 【司马相如蓬安留故墅】 （１８０）
!!!!!!

　 【诗圣杜甫游阆中】 （１８１）
!!!!!!!!

　 【画圣吴道子丹青绘嘉陵】 （１８２）
!!!!!

　 【陆游锦屏吟古城】 （１８２）
!!!!!!!!

　 【余运山城抗蒙】 （１８３）
!!!!!!!!

　 【忽必烈驻扎青居城】 （１８５）
!!!!!!!

　 【张献忠殉难西充凤凰山】 （１８６）
!!!!!

　 【袁天罡、李淳风阆中观天象】 （１８７）
!!!

　 【伏羲、女娲降生阆中】 （１８８）
!!!!!!

　 【谢自然金泉山修道】 （１８８）
!!!!!!!

　 【杨贵妃营山太蓬山避难】 （１８９）
!!!!!

　 【张皇娘南部归天】 （１９１）
!!!!!!!!

　 【阆中花木兰的传说】 （１９２）
!!!!!!!

　 【南部定水河的传说】 （１９５）
!!!!!!!

　 【蓬安龙角山的传说】 （１９６）
!!!!!!!

　 【天子读书在太蓬】 （１９７）
!!!!!!!!

主要历史人物 （１９８）
!!!!!!!!!!!!

　 【朱　德】 （１９８）
!!!!!!!!!!!!

　 【张　澜】 （２００）
!!!!!!!!!!!!

　 【罗瑞卿】 （２０２）
!!!!!!!!!!!!

　 【范　目】 （２０３）
!!!!!!!!!!!!

　 【纪　信】 （２０３）
!!!!!!!!!!!!

　 【司马相如】 （２０４）
!!!!!!!!!!!

４



目　录　

　 【落下闳】 （２０５）
!!!!!!!!!!!!

　 【张　飞】 （２０５）
!!!!!!!!!!!!

　 【谯　周】 （２０６）
!!!!!!!!!!!!

　 【陈　寿】 （２０６）
!!!!!!!!!!!!

　 【何　炯】 （２０７）
!!!!!!!!!!!!

　 【陈省华】 （２０７）
!!!!!!!!!!!!

　 【陈尧叟】 （２０８）
!!!!!!!!!!!!

　 【陈尧咨】 （２０８）
!!!!!!!!!!!!

　 【陈尧佐】 （２０８）
!!!!!!!!!!!!

　 【张　宪】 （２０９）
!!!!!!!!!!!!

　 【韩　娥】 （２０９）
!!!!!!!!!!!!

　 【陈以勤】 （２１０）
!!!!!!!!!!!!

　 【任　瀚】 （２１０）
!!!!!!!!!!!!

　 【陈于陛】 （２１１）
!!!!!!!!!!!!

　 【黄　辉】 （２１１）
!!!!!!!!!!!!

　 【魏　鼎】 （２１２）
!!!!!!!!!!!!

　 【林修杰】 （２１２）
!!!!!!!!!!!!

　 【李鸣珂】 （２１３）
!!!!!!!!!!!!

　 【罗　纶】 （２１３）
!!!!!!!!!!!!

　 【吴季蟠】 （２１４）
!!!!!!!!!!!!

　 【杨孝全】 （２１４）
!!!!!!!!!!!!

　 【张思德】 （２１５）
!!!!!!!!!!!!

　 【刘怀叙】 （２１６）
!!!!!!!!!!!!

　 【蓝梦九】 （２１６）
!!!!!!!!!!!!

　 【张瑜雯】 （２１７）
!!!!!!!!!!!!

　 【王缵绪】 （２１８）
!!!!!!!!!!!!

　 【王文成】 （２１８）
!!!!!!!!!!!!

５



!" !#$"% "&' #'"%

$

　 【魏香庭】 （２１９）
!!!!!!!!!!!!

　 【邓锡侯】 （２１９）
!!!!!!!!!!!!

　 【周海滨】 （２２０）
!!!!!!!!!!!!

　 【伍非百】 （２２１）
!!!!!!!!!!!!

　 【于江震】 （２２１）
!!!!!!!!!!!!

　 【萧泽根】 （２２２）
!!!!!!!!!!!!

　 【鲜　英】 （２２３）
!!!!!!!!!!!!

　 【张明慧】 （２２４）
!!!!!!!!!!!!

　 【康乃尔】 （２２４）
!!!!!!!!!!!!

　 【张怡荪】 （２２５）
!!!!!!!!!!!!

　 【祝维翰】 （２２７）
!!!!!!!!!!!!

　 【张鼎铭】 （２２８）
!!!!!!!!!!!!

　 【任白戈】 （２２９）
!!!!!!!!!!!!

　 【任乃强】 （２３０）
!!!!!!!!!!!!

　 【沈前明】 （２３１）
!!!!!!!!!!!!

　 【魏时珍】 （２３２）
!!!!!!!!!!!!

　 【陈全波】 （２３４）
!!!!!!!!!!!!

　 【张德钧】 （２３５）
!!!!!!!!!!!!

　 【罗存涛】 （２３６）
!!!!!!!!!!!!

　 【刘纯夫】 （２３６）
!!!!!!!!!!!!

　 【萧　秧】 （２３７）
!!!!!!!!!!!!

　 【杨国宇】 （２３８）
!!!!!!!!!!!!

　 【王叔云】 （２３９）
!!!!!!!!!!!!

　 【罗清泉】 （２４０）
!!!!!!!!!!!!

　 【赵蕴玉】 （２４１）
!!!!!!!!!!!!

　 【雷晓晖】 （２４２）
!!!!!!!!!!!!

　 【雍宗满】 （２４３）
!!!!!!!!!!!!

编后语 （２４４）
!!!!!!!!!!!!!!!

６



建置　区划　

建置　区划

【地理位置】　南充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
嘉陵江中游，介于北纬３０°３５′～３１°５１′、东经１０５°
２７′～１０６°５８′之间。南北跨度１６５公里，东西跨度
１４３公里，东邻达州市，南连广安市，西与遂宁
市、绵阳市接壤，北与广元市、巴中市毗邻，总面

积１２４７９平方公里。
【建置沿革】　南充市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

时期 （约前五、六千年左右），境内就有先民生

息。原始社会的唐尧、虞舜时，境内为 “有果氏

之国” （原始部落）。夏时 （约前２１世纪到前１７
世纪），南充地属 《禹贡》梁州，商时 （约前 １７
世纪到前１１世纪）属巴人之国，周时 （约前１１２１
至前２４９）为巴国地。其间的战国时期，约周显王
三十年 （前３３０）巴子屡为楚子所逼，巴国国都迁
至境内的阆中。秦惠文王更元九年 （前３１６），秦
灭蜀、巴，置蜀、巴二郡。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

（前３１４），在巴国别都旧址置阆中县，隶巴郡。
秦末，楚汉争战，汉王刘邦被困荥阳，其部将

纪信 （今西充紫岩乡人）假扮汉王率军向楚投降，

汉王刘邦乘机率张良、陈平等数十骑从西门逃走。

楚王项羽出营审视，见车里坐的不是刘邦，恼羞成

怒，怒杀纪信。汉朝建立后，汉高祖五年 （前

２０２），高祖为彰显纪信舍身救主、安汉之功，从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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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县南析出故纪信出生地，设置安汉县 （县治今

顺庆区清泉坝五里店）。继析阆中县西南设置充国

县 （县治今南部县大桥镇）。汉末，析充国县东南

置南充国县 （县治今南部县南隆镇），原充国县改

名西充国县 （县治今南部县大桥镇）。

南充境内设郡 （相当于今地市级政区）始于

东汉。汉献帝兴平二年 （１９５），南充境内设巴郡，
郡治安汉县 （今顺庆区）。建安六年 （２０１），巴郡
更名为巴西郡，郡治由安汉县移至阆中县。

三国蜀汉时，境内所设郡县未变。魏晋南北朝

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州、郡、县体制及名称最为

繁复。北周天和四年 （５６９）置蓬州 （州治今营山

县安固乡，广德元年州治迁至今蓬安县茶亭乡蓬池

坝）。约略统计，魏晋南北朝时境内先后设州、郡

十五、六个，设县二十余个。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清理省并

了滥设的州、郡、县。隋开皇十八年 （５９８），因
原有南充国县旧名，安汉县又地处南充国县之南，

安汉县更名为南充县。

唐武德四年 （６２１），因治地城西历来有盛产
黄果 （柑橘）的果山而置果州 （州治今顺庆区），

故人称南充为 “果城”。唐时境内还置有阆州 （州

治今阆中市）、蓬州 （州治今蓬安县）。唐亡，北

方五代中的后唐明宗天成四年 （９２９），“割阆、果
二州置保宁军” （此为其后保宁建府名号由来之

始）。

宋理宗宝庆三年 （１２２７），宋理宗赵昀继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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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他在宁宗嘉定十四年 （１２２１）任果州团练
使之地果州升为顺庆府，意为 “祥顺”、“吉庆”。

顺庆府治今顺庆区，宋淳九年 （１２４９）为防蒙，
府治迁至今高坪区青居山。元至元十五年

（１２７８），顺庆府治迁回城内。
元代，境内设有顺庆路 （路治今顺庆区）、保

宁府 （保宁府治今阆中市）、蓬州 （州治今蓬安

县）。明代境内所设府 （州）、县基本未变。清代，

境内设有顺庆府 （府治今顺庆区）、保宁府 （府治

今阆中市）、蓬州 （州治今蓬安县，蓬州隶属顺庆

府）。清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因南充地处川北，置
川北道，道治保宁府 （今阆中市）。顺庆府、保宁

府、蓬州隶属川北道。其间，清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
四川省治设保宁府。清康熙四年 （１６６５），四川省
治迁往成都。

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全国废府、州、厅，顺庆
府、保宁府、蓬州随即撤销。境内仅存川北道。民

国３年 （１９１４），川北道更名为嘉陵道。民国５年
（１９１６），道署移驻南充县城 （今顺庆区）。民国１３
年 （１９２４），废除道制，嘉陵道亦即终结。民国２４
年 （１９３５），川政统一，实行 “行政督察区制”，

四川省分为十八个行政督察区，在南充设第十一行

政督察区，督察专员公署驻南充县城 （今顺庆

区）。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９月，第十一行政督察专
员公署消亡。其间，民国 ２１年至 ２４年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陕西南部和四
川北部一带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先后在境内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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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阆南县、仪陇县、长胜县、营山县、德丰县和

忠发市苏维埃政权。红军长征转移离开时，境内所

设县、市苏维埃政府终结。

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５月，中共南遂地委在南
充成立。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南充县城。是月，中共川北区委成立。１９５０年 １
月，川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 （辖南充、达县、遂

宁、剑阁４专区３５个县）。２月，中共南充地方委
员会、南充专员公署成立，南充专员公署为川北行

署派出机构。川北行署及南充专员公署同驻南充县

城 （今顺庆区）。３月，南充专署迁驻今广安市岳
池县城。是月，析南充县城关所属区域设置南充

市，由川北人民行政公署直辖。１９５２年 ５月，专
署回迁南充市河东乡 （今高坪区城内）。１９５２年９
月，中央撤销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

恢复四川省建置，原南充专区改隶四川省人民政

府。是年，南充专署迁回南充市城内。１９５３年 ５
月，原川北行署直辖的南充市改为省辖市 （降为

县级），由南充专署代管。１９５５年１月，四川省人
民委员会成立，南充专区隶属四川省人民委员会。

１９６９年１月，南充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１９７８年５
月，改南充地区革命委员会为南充地区行政公署。

１９９３年７月２日，国务院作出调整南充行政
区划决定。撤销南充地区，设立南充市 （地级）

和广安地区，南充市人民政府驻顺庆区。

【行政区划】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 （前 ３１６）
秦灭巴蜀。更元十一年 （前３１４），在今南充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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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置阆中一县，辖地大致包括今阆中、南部、西

充、营山、仪陇、蓬安、顺庆、高坪、嘉陵等县

（区）及广元市的苍溪和剑阁东南部、巴中市的恩

阳、广安市岳池县西部和北部。

汉初，析阆中县置安汉县、充国县。汉末，析

充国县置南充国县，原充国县更名为西充国县。

汉献帝兴平二年 （１９５），置巴郡，治安汉，
领阆中、安汉、南充国、西充国等县。建安六年

（２０１），巴郡更名为巴西郡，郡治移至阆中县，领
阆中、安汉、南充国、西充国、苍溪、歧坪、垫江

等县。

魏晋南北朝时期，据 《晋书·地理志》载，

晋巴西郡辖阆中、西充国、南充国、安汉、平州、

苍溪、歧坪、益昌、晋兴等县。

唐代，南充境内设３州。果州辖南充、相如、
流溪、西充等县。阆州辖阆中、晋安、南部、西

水、奉国、新井、新政等县。蓬州辖蓬池、良山、

仪陇、伏虞、蓬山、朗池等县。

北宋，南充境内设３州。果州辖南充、相如、
西充等县。阆州辖阆中、南部、西水、奉国、新

井、新政等县。蓬州辖蓬池、仪陇、伏虞、营山等

县。南宋，南充境内设１府２州。顺庆府辖南充、
西充、流溪等县。阆州辖阆中、南部、新井、奉

国、新政、西水等县。蓬州辖蓬池、仪陇、营山、

伏虞、良山、相如等县。

元代，南充境内设１路１府１州。顺庆路辖南
充县、西充县及蓬州，蓬州辖相如、营山、仪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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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保宁府辖阆中、南部等县。

明代，南充境内设 ２府 １州。顺庆府辖南充
县、西充县及蓬州。蓬州辖营山、仪陇等县。保宁

府辖阆中、南部等县。

清代，南充境内设１道２府。川北道辖顺庆府
（辖南充、西充、营山、仪陇、蓬州等县）、保宁

府 （辖阆中、南部等县）。清光绪后，县以下政区

设置开始有明确的记载。

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全国废府、州、厅，顺庆
府、保宁府随即撤销。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川北道
更名为嘉陵道。民国 １３年 （１９２４），废除道制，
嘉陵道随即终结。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四川省分
为十八个行政督察区，在南充境内设第十一行政督

察区，辖南充、西充、南部、仪陇、营山、蓬安等

县。县以下设区，区下为联保，联保下为保甲。民

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县下分区设署，改联保为乡镇，
编组保甲。１９４９年末，南充境内各县共设有３８个
区，３３５个乡，２２个镇。其间，民国２１年至２４年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
北，解放了阆中、仪陇、营山３县和南部、蓬安的
部分地区，先后建立了阆南、仪陇、长胜、阆中、

营山、德丰等县和忠发市苏维埃政权，县苏维埃以

下政区实行区、乡、村三级制。

１９５０年 ２月，设南充专区，辖南充、岳池、
仪陇、南部、西充、营山、蓬安、武胜 ８县。３
月，析南充县城关区所辖３镇和城郊４乡置南充
市，为川北行政公署辖市。１９５２年 ９月，川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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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公署撤销。１９５３年 ３月，剑阁专区的阆中、苍
溪两县和大竹专区的广安县划入南充专区。５月，
南充市由原川北行署直辖改为四川省直辖，南充专

署代管。南充专区下辖１２个县 （市）。１９５４年底，
南充专区各县 （市）所辖区的总数由１９４９年底的
３８个增加到１２２个，乡的总数由３３５个增加到９４１
个，镇的总数由２２个增加到３５个。
１９５５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对县以下政区进

行了调整合并，至１９５７年，南充各县、市所辖区
的总数为７７个，比１９５４年减少４５个；乡的总数
为６１７个，比１９５４年减少３２４个；镇的总数为２６
个，比１９５４年减少９个。１９５８年农村实行人民公
社化，全区有人民公社 ５６８个。１９６０年，纠正在
行政区划中存在的问题，按人民公社规模的要求，

重新调整适当化小。至 １９６６年底，南充各县
（市）人民公社总数由５６８个增加到７６３个。１９７８
年１１月，析广安县的９个公社、岳池县的７个公
社和一个镇建立华云工农示范区 （地辖县级区），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华云工农示范区更名为华云工农
区。１９８４年３月，南充各地改人民公社为乡人民
政府，改大队为村，改生产队为村民小组。县以下

行政区基本未变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以后，采取撤乡
并镇和撤乡建镇的方法，恢复和新建了一批镇，实

行镇管村的体制。１９８５年２月，华云工农区更名
为华蓥市。１９８５年 ９月，苍溪县划归广元市。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南充地区辖南充市、华蓥市２市和
南充县、阆中县、南部县、西充县、营山县、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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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仪陇县、岳池县、武胜县、广安县１０县，全
地区有区９２个、镇８６个、乡６１６个、村８１６９个。
１９９２年９月，南充进行撤区建镇并乡区划调整，
调整后各县、市有镇２００个、乡１３７个、街道办事
处４个。
１９９３年７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南充地区、

南充市、南充县，设立南充市 （地级）、顺庆区、

高坪区、嘉陵区。南充市辖原南充地区的仪陇县、

南部县、营山县、蓬安县、西充县和新设的顺庆

区、高坪区、嘉陵区，１９９３年末，各县 （市、区）

有镇１３６个、乡１０４个、街道办事处４个。原南充
地区的阆中市由省直辖南充市代管。原南充地区的

广安县、岳池县、武胜县、华蓥市整体划入新设置

的广安地区。１９９４年，南充市对县 （市、区）所

辖部分较大的乡镇进行了调整。镇由１３６个增加到
１５８个，乡由１０４个增加到２４２个。１９９７年，再次
对县 （市、区）所辖部分较大的乡进行了调整。

乡由２４２个增加到３２２个。之后，对县 （市、区）

所辖乡镇进行了部分调整，２００４年，各县 （市、

区）辖乡调整为３０１个，镇调整为１８０个，街道办
事处１１个。２００６年，各县 （市、区）辖乡调整为

２３０个，镇调整为 １７４个，街道办事处调整为 １４
个。２０１０年，南充市辖顺庆、高坪、嘉陵 ３区，
南部、西充、营山、蓬安、仪陇５县，代管省直辖
阆中市。

８



自然环境　

各县（市、区）行政区划及辖区面积

（２０１０）

单位：个、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

县

（市、区）
市辖区 县级市 县 乡 镇

辖区

面积

人口

密度

南充市 ３ １ ５ ２２８１７４ １２４７９ ５０３

市辖三区 ３ ４８ ４４ ２５２７ ７３６

顺庆区 １ １２ ８ ５４５ １２８８

高坪区 １ １４ １６ ８１２ ６７６

嘉陵区 １ ２２ ２０ １１７０ ５１９

南部县 １ ４１ ３１ ２２２９ ４１７

营山县 １ ３４ １９ １６３３ ４５９

蓬安县 １ ２４ １５ １３３４ ４２５

仪陇县 １ ２７ ２９ １７７１ ５２５

西充县 １ ２９ １５ １１０８ ４６４

阆中市 １ ２５ ２１ １８７７ ３８８

自然环境

【自然条件】　南充地质构造以四川中台拗为
主体，地貌以丘陵为主，是典型的丘陵地区。气候

具有四季分明，冬暖、春旱、夏热、秋雨、多云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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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地表水系发达，溪河众多，嘉陵江从北向南

纵贯全境。

MN

　南充地质构造以四川中台拗为主体。四
川中台拗划分为川西台陷、川北台陷、川中台拱、

川东褶皱带四个次级构造单元。南充位于川北台陷

和川中台拱两个二级构造单元的区域。阆中、南部

以及仪陇一部分属于川北台陷所在区域，其余大部

分地区在川北台陷构造单元区域。

南充地层以中生代河湖相沉积岩分布最广泛，

新生代第四纪的沉积层也较发育，多分布在嘉陵江

沿岸。

MO

　南充地势从北向南倾斜，海拔在２５６～
８８８８米之间。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高丘低山、
中丘中谷、低丘带坝类型大体各占１／３。全市地貌
类型分为北部低山区和南部丘陵区两大类。

北部低山区大致包括阆中市北部、南部县西北

部、仪陇县的大部分、营山县境内仪陇河以东地

区、蓬安县的北部等。海拔一般为 ５００～８００米，
相对高度２００～３００米。阆中市龙泉镇的天冒水山
和营山县东北部的陈大寨山主峰，海拔均为８８８８
米，是南充的最高峰。北部低山区大致以嘉陵江为

界，分成东西两部分：江西为剑门山支脉，江东属

大巴山余脉。

南部丘陵区位于北部低山区以南，大致包括顺

庆、高坪、嘉陵３个区和西充县的全部，阆中、营
山、蓬安等县 （市）的大部以及仪陇县西南角的

一小部分。地势由北向南逐渐降低，海拔由５０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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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为２５６米，地貌由高丘逐渐变为低丘或低丘平
坝。丘体在长期的流水和嘉陵江干支流的作用下，

支离破碎，大小不等。一般成串分布，多为尖顶或

圆顶，呈桌状、垅岗状等。

南充的平坝由河流冲积而成。主要分布在嘉陵

江及其支流沿岸，一般以河漫滩和阶地的形式出

现。从北向南，主要有阆中的七里坝、彭城坝，南

部的满福坝，仪陇的新政坝，蓬安的金溪坝、马

坝，顺庆区的清泉坝、搬罾坝，嘉陵区的都尉坝、

李渡坝等，均由一、二级阶地组成。

南充还有丘陵的一种特殊类型———台地。台地

的台坝相对高度在２０～２００米之间，台坎坡度大于
１０度，台面坡度小于７度。台地集中分布在蓬安
嘉陵江沿岸的平头、睦坝、锦屏等乡镇 （占全县

丘陵面积的 ４５３％）。阆中市主要分布石子、清
泉、桥楼、千佛等乡镇 （台地占阆中面积的

２１９％）。
PQ

　南充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其气候
特点与盆地南部的长江河谷地区相比，气温相对较

低，雨季较长，暴雨较多。与川西平原相比，气温

相对较高，春雨的比重大。

南充历年平均气温在１７１℃左右，各月气温
年平均变动范围在４℃左右，全年极端最低气温介
于 －２５℃ ～５７℃之间，极端最高气温在３９０℃
～４１３℃之间。最冷的１月，月平均气温除仪陇为
４９℃外，其余县 （市、区）都在６℃以上；最热
的７、８月份，多数县 （市、区）的月平均气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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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７℃以上。一般８月较７月气温稍高。
南充四季中的冬季以仪陇县最长，长达 １１０

天；顺庆区最短，只有 ８５天，其余县 （市、区）

都在９５天左右。春、夏、秋三季，较长江中下游
地区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南充全年霜日 ＜２０天，
多在１０～１５天。阆中、南部的霜日最长，也只有
１７天。南充雾日多出现在１０月至次年１月，其中
尤以１２月份最多，多出现于早晨４点至９点。

南充降水量的季节分配很不均匀。降水强度以

夏季为最大，冬季最小，秋季又大于春季。夏季为

降水量最多的季节，６月、７月、８月三个月的降
水量占全年的４００％ ～４６％。冬季降水量少，以
小雨为主；从４月开始，以中雨和大雨为主。夏季
暴雨较多，出现于６月中旬至７月上旬。据多年气
象观测资料记载，南充各地多夜雨，夜雨量超过昼

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５５％。春季的夜雨率最
大，达７１％。

南充境内降水量大于蒸发量，空气湿度大，各

县 （市、区）年均相对湿度都在７５％ ～７９％之间。
年均相对湿度以秋季为最大，冬季次之，春、夏两

季几乎相等。年极端最小的相对湿度，多出现于春

季的３月、４月间或冬季的１２月和１月。南充冬季
和春季空气较干燥，容易出现春旱。

南充云量大，日照少，多年平均日照总时数为

１３６９１小时，太阳总辐射量分布状况是春夏较多，
秋冬较少。

南充风向随季节而变化，一般以偏北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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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境内风速小，为全国著名的小风气候区。年平均

风速大都在１２～１７米／秒之间，全年中无风的时
间５０％以上。但当强冷空气入侵或夏季发生雷雨
天气时，常伴有大风出现。寒潮性大风多发生在春

季。雷雨性大风多发生于７～８月间。
RM?

　南充降水丰富，多年平均降水量按
１０００毫米计算，扣除蒸发量，年产水总量大约
４１９１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径流深为 ３１３毫米左
右。径流深度与降水的地区分布大体一致，降水多

的地方径流深度大，降水少的地方径流深度小。南

充地下水多分布在境内嘉陵江的干支流两岸第四系

冲积、洪积层中，主要有松散堆积孔隙水和碎屑岩

孔隙裂隙水两种。嘉陵江为流经市域的最大河流，

境内干流长３０１公里，嘉陵江与其左岸较大的支流
东河、构溪河和右岸较大的支流西河、白溪河

（濠）构成了南充丰裕的水系。拦截西河上游而形

成的升钟水库，位于南部、阆中、剑阁三县 （市）

交界处，集雨面积 １７５６平方公里，总库容 １３３９
亿立方米，是西南最大的人工水库。

ST

　南充土壤可分为５个大类、１０个亚类、
３１个土属、８５个土种。紫色土分布于各县 （市、

区），所占比重最大，约占南充土壤面积的６８％。
其次是水稻土 （是由紫色土、黄壤、冲积土等母

质经人类耕作，长期积水栽种水稻后熟化形成的一

种土壤），约占南充土壤面积的２９５％。南充境内
的新积土由河流冲积物直接发育而成。

UV

　南充原生自然植被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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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为主。在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

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境内多为马尾松、柏树和杉木

等构成的林地。林地遭到破坏后，形成黄荆、马桑、

小果蔷薇、白栎、栎等组成的灌丛。人们在房屋周

围栽种竹子，主要品种是慈竹、白夹竹及斑竹、楠

竹、水竹和刺竹等，并栽种柑橘、香椿、红椿、苟

树、棕榈、桂花等。在河边、沟边、田边栽种柳树、

柏树、白蜡、桑树、橙树、白杨、川楝等。

南充植物种类繁多，以栽培植物为主。主要有

禾本科、桑科、樟科、芸香科、壳斗科、蔷薇科等

维管束植物１５００种左右。珍贵植物有苏铁、水杉、
银杏等，名贵树木还有雪松、剑阁柏、关刀柏、楠

木、红豆树、大黄连树、大菩提子树等。南充栽培

的植物品种很多，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等，

经济作物有油菜、棉花、花生等，果品植物有柑橘、

桃、梨、杏、李等，经济林木有桑树、油桐等。

南充森林覆盖率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期为
１９８％，成林地较多。后因大炼钢铁和农村办公共
食堂，大量砍伐树木，森林植被迅速减少，到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南充的森林覆盖率仅为５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充的森林覆盖率不断上

升：２００１年为 ２４４６％，２００３年为 ３１６％，２０１０
年为３８２％。

【自然资源】　南充市自然资源以可再生资源
为主，水资源相对丰富，天然气和盐卤资源具有规

模开发条件，生物资源的第一性生产潜力很大。

SM56

　全市土地类型主要有河谷平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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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地和低山地三大类。南充土地利用结构以农林

为主，开发利用不平衡，耕地的绝对量和相对数

大。垦殖指数高，远远大于全国和四川省的平均

值。１９９９年后，南充市的耕地面积逐渐缩小。
２００３年，全市土地总面积 １２４７９平方公里，人均
耕地面积０６３亩，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全
市绝大部分宜垦地早已耕种，质量较好的宜垦地后

备资源已为数不多。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对土地的需求和土地的供给之间的矛盾突

出。２０１０年，南充有耕地面积 ３００７万公顷，水
田旱地的面积分别是 １４６４万公顷和 １５４２万公
顷，人均耕地面积０７２亩。

?56

　南充的水资源主要存在形式为地表水
和地下水，其中地表水由地表径流和河川径流中的

过境水构成。

南充多年平均径流深约３１３毫米，地表多年平
均径流总量为４１９１亿立方米，水资源数量偏少。

南充的水能资源分布较广，且相对集中，是构

成全市能源结构的主体。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１１０
万千瓦，可开发量１１１３万千瓦。嘉陵江水能资源
丰富，至２０１０年，南充境内已修建了蓬安马回、
南部红岩子、阆中金银台、高坪青居、仪陇新政、

蓬安金溪、小龙门、阆中沙溪、高坪凤仪９个航电
枢纽，总发电装机容量为８９万千瓦。

W:56

　南充主要有岩盐、石油和天然气、
砂金、钛铁、铀、磷等矿产资源。南充地处四川最

大的岩盐沉积盆地———南充岩盆的核心，地下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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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十分丰富，已探明的控制储量为 １７００亿吨，
预测储量达１７万亿吨。南充盐卤资源为优质盐
岩，氯化钠含量大于９０％，最高达９６６％，盐岩
矿床杂质含量小于１０％，水不溶物小于３％，盐层
顶板、底板均为厚约１—３米的灰白色硬石膏岩，界
面清楚，便于水溶开采。南充石油天然气资源富集，

石油总储量约８０００万吨，天然气储量近万亿立方
米，以仪陇、营山为中心的龙岗气田已开发投产。

U956

　南充市天然植被以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为主。全市国家一类保护植物仅有引进栽培的水

杉一种；二类保护植物中野生的有香果树和狭叶瓶

尔小草两种，栽培的有银杏和杜仲两种；三类保护

植物中野生的有红豆树、八角莲、天麻三种。农作

物以水稻、小麦、玉米和红苕为重要的粮食作物。

大豆、豌豆、绿豆、扁豆等种植较普遍。花生、油

菜、棉花、黄麻、红麻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川芎、

天麻、麦冬、半夏是南充的主要野生药用植物。

X956

　南充亚热带农田动物多，其它类型
的动物数量较少。全市野生动物资源尚保存有数百

种。珍稀动物中属国家一类保护品种有黑鹳、白鲟

（象鱼）两种，二类保护品种有豹、林麝、鸳鸯、

大鲵等四种，三类保护品种有大灵猫、小灵猫、金

?、小鸨、虎纹蛙等六种。饲养动物以家畜、家

禽、淡水鱼类和桑蚕为主。此外，还有蜂、海狸鼠

等。家畜主要有猪、牛、羊、兔、马、骡、驴等。

家禽主要有鸡、鸭、鹅、鹌鹑等。淡水鱼类主要品

种有鲤鱼、鲫鱼、草鱼、鲢鱼、鳙鱼、革胡子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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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鱼。全市饲养家蚕极为普遍，家蚕品种繁多，

且不断进化。

【自然灾害】　南充自然灾害主要有气象灾
害、农作物灾害、森林病虫害、森林火灾、水土流

失、山地灾害等。

PYZ[

　南充气象灾害主要有旱灾、暴雨、
低温、冰雹等。旱灾是南充各地危害较大的一种自

然灾害。历史上，旱灾频繁，个别年份相当严重。

暴雨多年平均次数为２５～３８天，暴雨期间常有
山洪暴发，引起泥石流、滑坡、塌方等严重灾害。

各县 （市、区）以仪陇、阆中居多。南充冬季温

暖，低温机率不多。冰雹集中发生在４月至８月，
冬季少有冰雹出现。

\]9Z[

　南充农作物病虫草鼠害达 ４９５
种，其中病害１００种、虫害２４３种、草害１４６种、
鼠害６种。常年发生危害较重的病害有１７种，以
稻瘟病、纹枯病、锈病、白粉病突出。虫害以螟

虫、蚜虫最甚。有农田杂草 ５３科、１９７种。鼠害
主要有黑线姬鼠、褐家鼠、大足鼠、小家鼠、黄胸

鼠等。

^_`a[

　南充有２００多种森林病虫害，年
均发生面积２４５万亩。南充林木病虫害中，柏类、
松类、杉类等针叶林占９２％，其他阔叶林占７％，
苗圃占１％。在众多的灾害性虫种中，以危害柏木
类和松类为主，危害面积达１００万亩，占南充大面
积成灾虫害的９１６％。特别是针叶纯林虫害较重，
柏木类、松类纯林的虫害明显重于混交林，蜀柏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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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有虫株率达７５％。
^_bZ

　南充所发生的森林火警冬春频率
高，大多系人为用火、防火不慎引起。

?Scd

　南充森林植被较差，降水时空分布
不均，洪涝发生频繁，水土流失严重。

=MZ[

　南充山地灾害主要有滑坡、崩塌、
泥石流和斜坡变形体等，其中以滑坡为主要类型。

受地貌、气候及人为活动的影响，汛期常有小型崩

塌、滑坡发生，尤以７月中旬至１０月下旬为多。
Me

　南充在四川盆地里属于川中地块。川中
地块是整个四川盆地最稳定的一个地区，历史上从

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断裂活动，也没有发现地震纪

录，均为地震波及区。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
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８０级特大地震波及到南
充，全市辖９县 （市、区）均有强烈震感，３６７个
乡镇、４８４１个村 （社区）不同程度受灾，因地震

灾害死亡３３人，受伤７６３３人，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约３３亿元。

人口　民族

【人　口】　新石器时代，南充境内就有人类
活动。《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躴

民多居水左右。”躴民是生活在南充最古老的土著

民族。除躴人外，还聚居着彭人、濮人，统称巴

人。历史上，南充先后出现过六次人口大迁徙，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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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陕西、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

西、安徽、福建、浙江等省移民到南充入籍，南充

城乡人口增长较快。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难民陆

续流入南充，城内人口有较大增长。１９４９年 １２
月，南充总人口３７７２０万人。
１９５０年以后，部分解放军官兵在南充就地转

业，一批南下干部在南充定居工作。随着人民生活

逐步安定，加之推行新法接生，婴儿成活率提高，

人口增长较快。１９５７年 １２月，南充总人口达
４６０９９万人，为南充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１９５９
年至１９６１年，人口出生率锐减、死亡率骤增，连
续４年人口下降，１９６１年总人口为 ４１５０１万人，
是南充人口增长的低谷期。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至 ７０
年代中期，南充人口下降的不正常状态迅速改变，

加之 “文化大革命”无政府思潮的影响，人口生

育未得到有效控制，１９７５年底，南充总人口已达
６１０２１万人，年均增长２７９％。是南充第二次人
口增长高峰期。从１９７６年起，控制人口增长，南
充人口进入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平缓

期。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９７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９．７‰
降至 ３．３６‰。１９９８年后，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
２‰以下，２００１年仅有０．２２‰。２００３年，全市总
人口７１７．７３万人，年均增长０．５８％，人口进入
平稳、低增长时期。

２０１０年，全市总人口７５１７２万人 （其中，城

镇人口达 １６４．８５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 ２９％，
乡村人口５８６．８７万人，占７１％），是四川省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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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都市的第二人口大市。全市人口密度为５０３人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大的顺庆区为１２８８人／平
方公里，人口密度最小的阆中市为３８８人／平方公
里，总态势是人口密度由北向南逐步增大。２０１０
年，全市人口出生率为 ８４７‰，人口死亡率
５８１‰。据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市总人口
中，男性占总人口数的 ５２．０８％，女性占总人口
数的４７．９２％。０～１４岁人口占１６８２％，１５～６４
岁人口占７１１８％，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１２００％。

【民　族】　清代，南充境内以汉族人为主，
其他民族的人数极少。清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部分
回民自陕西随李自成部入阆中，此后又有零星回民

陆续从陕、甘来阆中，定居于城内蟠龙街 （今阆

中市礼拜寺街）。顺治、康熙年间，又有部分回民

从湖广迁来，定居于阆中博树乡。

１９６４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区汉族人口占
总人口的９９．９３％，全区有回、蒙、藏、彝等２３
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０．０７％ （其中，回族人

口占少数民族人口的９５．６７％）。２０００年，第五次
人口普查，全市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９９８２％，全
市有回、蒙古、藏、维吾尔、苗、彝等少数民族

４８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数的０．１８％ （其中回族

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的５６．２６％）。２０１０年，全市
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９９８７％，全市
有回、蒙古、藏、维吾尔、苗、彝等少数民族 ４７
个，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０１３％ （其中回族

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的５０％）。少数民族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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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庆区和阆中市，阆中市博树回族乡是南充市唯

一的少数民族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经济实力】　南充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后，经济建设长足发展，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

高，财力持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１９７８
年南充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只有１０２９亿元，人
均１６６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９２９９万元。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４２９０万元。１９９５年，南充地区
生产总值 （ＧＤＰ）突破百亿大关，达到１０２７７亿
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４８５３２万元。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１６１５１８万元。２００１年，南充
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突破二百亿大关，达到
２０００９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 ７１５２８
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５８６９９６万元。
２００５年突破三百亿大关，达到３３５２７亿元，人均
５４０９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９１１２２万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１４００２２６万元。２０１０年，
南充本地生产总值 （ＧＤＰ）突破八百亿大关，达到
８２７８亿元，人均突破一万元大关，达到 １３１８５
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３２２５１５万元。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６５６６６２１万元。

【产业发展】　商周时期，南充桑、麻、柑
橘、红花等经济作物出产丰富，享誉全国。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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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采盐、炼铁具有一定规模，设有桔官、盐官

和铁官。唐宋时果、阆二州农业发展快，大批井

盐、重绢、巴绫、药材、柑桔等通过水路与嘉陵驿

道北出陇右、关中，运入京城长安，顺江南下由渝

州入长江东下荆楚、江南，远销海外。果州产丝绸

是朝廷指定的贡品。元明时，顺庆府是川北经济发

达地区。丝绸、丝布、天门冬皆是朝廷征收的贡

品。清代，栽桑养蚕、纺纱织布、竹编藤编成为多

数农家的主要副业。城乡出现众多织造、酿造、制

盐、舀纸、竹木家具、铁器和制作金银首饰匠铺、

作坊一千多家，其中缫丝作坊、工厂２０余家。湖
广、江西、山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的商人都

在南充城内建有会馆。川北各府、州、县土特产从

南充码头起航运销重庆、汉口及江浙等地。上海、

武汉、重庆及进口工业品逆流而上运到南充，转运

川北各地。蚕茧、丝绸、红花、桐油、猪鬃、药

材、毛皮远销欧美。民国初，南充推广良桑和优良

蚕种，购置机器，培养专业人才，城内缫丝厂、作

坊达到 １００余家。城乡缫丝车增至 １００００多台
（部）。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南充生丝获巴拿马国际
博览会头等奖、保宁醋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部分商人来到南充兴办肥

皂、火柴、土硝、机械等小企业。民国时期，南充

的经济主体是农业经济，仅有的少量工业也主要是

农副产品加工业。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９月，南充
工农业总产值为 （按１９５２年不变价计算）２２８３７
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１８９００万元，在工农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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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所占比重高达８２７６％；工业总产值３９３７万元，
仅占１７２４％。

解放初期，南充农业处于原始刀耕火种状态，

工业只有以人力、畜力作动力的一些小丝厂及酿

造、锻造等手工作坊。经过土地改革，对农业、手

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

设获得长足发展。１９５８年，川中石油开发，奠定
了南充石油化工工业的基础，促进了汽车维修和汽

车配件工业、粮食加工和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多次经济结构调整，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南充经济得到全面发展。２００４
年后，南充在产业支撑上求突破，加快发展工业，

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切实做大

做强优势产业，２００５年，南充经济结构向合理化
方向转变，三次产业结构为 ３２０∶３３７∶３４３，
实现了二产超一产的历史性突破。２００６年，南充
坚持以突破性发展工业为重点，产业培育成效显

著。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在２００５年二产超
一产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二产超三产的历史性突

破。农业持续增收。强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百村

示范工程”和 “新村扶贫工作程”，建成了一批具

有丘陵地区特色的文明新村。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物流配送、证券、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旅

游经济不断壮大，房地产业快速发展，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１０年，南充大力实施项目推动战略，把培育产
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不遗余力地集聚产业

资本，创造社会财富，全市经济发展进入了持续健

３２



!" !#$"% "&' #'"%

$

康的快车道。地区生产总值５年增加近５００亿元，
年均增长１４６％；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３２万元。２０１０
年，三次产业结构为２４５：４８４：２７１，其中第二
产业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超过７０％。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是２００５年的３５倍，年均增长２８８％，
比ＧＤＰ年均增幅高１４２个百分点。工业园区建成
面积增加到 ６３平方公里，入园工业企业 ５５４户，
销售收入占整个工业的５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明显增强，畜牧业总产值达到１７６４亿元，占农业
总产值的５１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２００５年
的２３倍，年均增长１８２％。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突破１１００亿元。经济规模实现赶超，处于川
东北地区领先地位。

\f

　新石器时代，南充就有早期农耕聚落。
境内淄佛寺、兰家坝、涌泉坝、报本寺、明家嘴等

古聚落遗址中，出土有石斧、石锄、石铲、石锛、

石杵和缸、罐、瓮、盘、钵、釜等文物。战国后

期，巴国迁都阆中后，阆中成为 “土植五谷，牲

具六畜”的沃野。秦汉时期，奖励农耕，耕地面

积不断扩大，加上铁器、牛耕的运用，推动了农业

生产的发展。唐时，南充柑橘享誉天下，黄柑成为

贡品。清乾隆时，红薯种植遍及南充。清嘉庆、道

光时期，马铃薯在南充的丘陵地方普遍种植。民国

前期，军阀混战，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６年，南充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
展。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经历了 １９５７年的 “整风

反右”斗争和 １９５８年的 “大跃进”运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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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开展的 “反右倾”运动，国民经济出现严

重困难，农村出现严重饥荒。１９６１年，开展整风
整社运动，清理退赔人民公社成立后平调的各种财

物，撤销公共食堂，逐步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社员

重新分得自留地，在农村部分地方实行 “三包一

奖 （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责任制，

农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后，南充开始进行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实行包产到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全面发

展。１９８５年，粮食产量增长３０８％，油料产量增
长７７７％。

南充撤地建市后，大力发展 “两高一优”（高

产、高效、优质）农业和创汇农业，积极调整和

优化粮经比例，建成阆中、南部等４个生猪大县畜
禽基地，培育出锦橙１００号、青三九等优质水果。
传统的农业经济开始向商品农业、生态农业转变。

升钟水库一期工程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竣工，全市水利
工程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３００万亩左右，增强了农业
生产抵御灾害的能力。至２００３年，南充优质农产
品比重大幅提高，其中优质粮、油比例分别达到

４５％和８５％，优质果占总产量的５２％，生猪三杂
推广面达 ４０％，家禽和草食牲畜良种推广面达
６５％以上。输出农村劳动力１４０万人，实现劳务收
入６０３亿元，劳务输出为全市农民人均增加纯收
入６０元左右，输出人员、劳务收入位居全省第一。
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培育壮大了一批重点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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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顺庆韭苔、小龙南瓜、凤凰冬瓜、蓬安锦橙

１００号等１０个农产品被认证为无公害产品。２００４
年至２０１０年，南充狠抓中低产田土改造。积极引
导农村耕地的流转承包，规模推进蚕桑基地、柑桔

基地、蔬菜基地、粮油优质特色基地、中药材基

地、养殖基地、特色产业示范片建设，发展规模成

片、专业生产的业主和大户，壮大龙头强产业，规

模发展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合作组织，突出农

产品品牌创建，积极组织申报国省名优品牌。２０１０
年，南充被授予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唯

一以市为单位的示范区）。在全省首次认定产业强

县中，高坪、西充、顺庆等 ３个县 （区）被确定

为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强县或现代畜牧业重点县。四

川龙兴等４家养殖场成为农业部首批畜禽标准化示
范场。粮食总产达３３０７万吨，继续稳居全省第一
产粮大市，创造了８连冠的奇迹；大宗经济作物产
量均名列全省前茅，油料总产３５３万吨，蔬菜总
产达２９０万吨。全年出栏生猪８００万头、肉牛 ２１
万头、肉羊２８０万只、肉兔１８００万只、家禽９０００
万只，肉类总产量达 ８５万吨、禽蛋产量 ２３５万
吨、奶产量３８万吨，畜牧业产值达１９０亿元。新
建万头以上生猪养殖园区 １９个，产茧 １８万吨，
产柑桔３９万吨，新栽速丰林４６２万亩，建成优质
粮油生产基地１２０多万亩。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达到２００家。形成顺庆百里现代循环农业产业示范
带、高坪万亩现代蔬菜产业园和万亩中国柑桔博览

园、嘉陵万亩现代循环农业产业园、西充万亩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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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产业园为主的丘区环形产业带。转移输出农村

劳动力１８８万人，实现劳务收入１３４５亿元。国家
商务部和省委、省政府多次在南充召开现场会，推

广南充东桑西移、农业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产业

基地建设、现代畜牧业产业推进等经验。

gf

　商周时期，阆中就产醋，巴国迁都阆中
时醋已扬名。周初，南充蚕丝织品成为贡品。秦汉

时期，桑蚕丝绸业成为南充经济的支柱产业。东汉

和帝永元二年 （９０），充国县凿井制盐，设置盐官
管理盐业生产。隋唐百余年不征盐税，南充盐业生

产迅速发展，建成南充、西充、新井、新政、阆中

５大盐场，生产的盐自给有余，还销往秦陇六州各
县，首开川盐销至省外记录。唐宋时期，南充丝绸

产量和质量均称冠全国，有１０种丝绸产品被定为
朝廷常贡，日皇室至今珍藏果州花红绫。北宋南充

丝织技术有重大突破，所生产的丝织品多是精致的

高档织物，皇室及军队所用的锦绮、鹿胎、透背、

缎子、歌正等，多为南充所贡。元明时期，制盐业

衰落，南充仅存南部县盐场。明代，南充成为四川

棉花种植和手工棉纺织的主要地区。清代，南充出

现了 “六合”、 “德合”等较大规模的缫丝企业。

南充、成都、乐山成为四川三大丝绸中心。南充手

工棉纺织遍及城乡。阆中县 “浙绍缪复康”制药

坊生产的 “保宁半夏曲”被慈禧太后选服，列入

宫廷用药，远销东南亚等国家和中国港澳地区。清

末，南充还先后开办了造纸、印刷、皮革及猪鬃、

电力、家具、调味品、粮油加工等生产作坊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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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宁醋、仪陇酱瓜、南充嫩尖冬菜畅销成都、

重庆、陕西、甘肃。民国时期，南充及外籍的一些

官商、绅士和民族工商业者在南充投资兴办了肥

皂、火柴、土硝、机械制造等工业，制盐、制糖、

制鬃等生产作坊规模扩大。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阆
中 “崇新长”醋房生产的保宁醋获巴拿马万国博

览会金奖。是年，南充绸缎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获金奖，南充嫩尖冬菜跻身四川四大名菜行列。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南充丝厂发展到１００余家，城乡车
房倍增，缫丝车近万部、南充最高年产蚕３５万余
担、产丝４千余担。民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南部县碑院建立盐厂，组织运输

队将盐运到通江、南江、巴中等苏区，粉碎了国民

党军队对 “通南巴”苏区的食盐封锁，南充盐业

成为川陕革命苏区得以坚持革命斗争的一大经济原

因。抗日战争时期，南充盐业承担了川、陕、甘３
省３９县部分区、乡的食盐供应，南阆、西充两盐
场发展成为四川第４大盐区。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
南充县城制鬃业产量占全省同行业的１８６％，年
产熟鬃送到南充县城各厂洗制、整理、加工。是

年，南充药材购、销活跃，南充县城的中药坊达

１１２家，年销量达２５万公斤，其经营规模仅次于
丝绸、猪鬃，居 ２６个行帮第 ４位。民国 ３４年
（１９４５）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引起恶性通货膨
胀，南充出现民不聊生、百业萧条的景象。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７年，南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紧密相关的日用品、调味品、日用五金、小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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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业，采取贷款扶持，加工订货、产品统购统销

等方式促其恢复生产，在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手工

业、私营工业的基础上，实行 “一化三改造”，国

家投资在南充兴建起了一批国营工业企业，初步建

立起南充社会主义工业基础。１９５８年后，南充陆
续兴建了一批国营石油、化工、机械、炼铁、罐头

食品、造纸、玻璃等企业。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南
充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停产闹革命，派性纷争，武斗

不断，国营工业企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南充将发展工业经济提升到 “富民

升位”的地位。开展企业全面整顿和企业改革，

调整产业、产品、企业结构、发展集体工业，压长

线、上短线，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新建了一批工业

企业，对老企业进行挖掘、革新、改造，扩大生产

能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优质出口产品，参

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先后从国外引进一批先进设

备，提高了南充工业的装备水平。在工业经济上推

行 “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厂长经

理负责制”，“经营承包制”等各项改革，大胆进

行 “抓大放小”，“卖、破、股”等各种形式的企

业改革，工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功举办了四届

中国·四川·南充丝绸节。四川天歌轻工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靠７万元起家，抓机遇，拓市场，勇
拼搏，企业超常规发展，成为南充、四川、轻工业

部重点扶持的骨干企业，经营范围覆盖羽绒制品、

进出口贸易、产品开发、软件技术、投资等行业。

１９９３年５月７日，“川天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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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市，成为南充地区、全国服装行业、全国集体

轻工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南充工艺美术企业制作

的竹丝画帘、仿古绢画，多次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出国访问馈赠外国首脑的礼品。

南充撤地建市后，南充确立了以工业化带动农

业产业化，以工业化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思想和

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在工业体制改革中，按照

“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换机制，职工转变身份”

三个百分之百的要求，全市工业企业实施减持国有

股份、“国退民进”、兼并承租式转让、租赁、收

购、竞卖等多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小企业改

革创造了 “营山经验”。大力引进企业和发展民营

企业，做大工业经济总量，加快工业经济发展。

２００３年，南充形成石油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
装、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业，南充工业经济总量

步入全省第二梯队。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南充快速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集中资金、政策，全力推进产

业园区道路、水、电、气、治污、通信等基础设施

建设，园区的规模不断拓展。全市一号工程—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 （化学工业园）采取自建、ＢＴ、
ＢＯＴ等方式全面推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
共服务平台，加快以物流平台为核心的生产服务体

系建设，“９＋２”产业园区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全面
启动。严格实行 “一站式”办公和 “一条龙”服

务。南充经济开发区和蓬安工业园区被列为全省成

长型超１００亿产业园区。强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培
育，丝纺服装、汽车汽配、轻工食品等传统优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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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快速发展，油气化工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培育快速

起步。２０１０年，南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５９０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销售收入１１８３４
亿元，实现利润７３７亿元，入库税金２６亿元。燕
京啤酒、汇源果汁、雨润食品、康美药业、中盐银

港、潮州三环、畅丰车桥、富安娜家纺等知名企业

落户南充，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形成，经济实力快

速壮大。

gf8h-

　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重
要讲话发表后，南充开始建设工业集中园区。至

２０１０年，南充市共有１０个工业集中区。
南充经济开发区 （南充化学工业园）位于南

充市嘉陵区境内，是南充市依托丰富的天然气和岩

盐资源，加快资源性产业开发的重要载体。园区内

主要承载石油天然气化工项目、生物质能源项目以

及与天然气结合的盐化工项目，新材料项目等。园

区规划建设面积５１５平方公里，分为北区和南区。
其中北区位于文峰镇，规划面积２０平方公里，重
点布局行政科研后勤基地。南区跨李渡、河西两个

乡镇，规划面积３１５平方公里，主要布局基础化
工和重化工项目。被省政府列为成长型超１００亿产
业园区。

顺庆潆华工业集中区是省级重点工业园区，按

照 “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模式，走

“以园建园、以商补工、滚动发展、封闭运行”的

路子，积极引入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

景好的大企业、大集团入驻，着力打造高品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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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次、上规模的一流工业园区。园区已开发面积５
平方公里，已入园企业３５户，投资超亿元的企业
８家，有２７户企业建成投产，年产值达４０亿元。
初步形成了以机械汽配、新型建材、汽车销售及服

务为主导的产业群。

高坪航空港工业集中区近期规划１０平方公里，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启动建设。园区围绕机械制造、家居
建材、电子信息产业招商，至２０１０年，正式签约
项目８５个 （其中，上亿元项目３３个，国家行业标
准制定企业１个，全球行业冠军企业３个，全国行
业前三强企业３个，上市企业４个，正在筹备上市
企业７个，填补行业空白的高科技成长企业６个）。
初步形成了以中石化中原油田、四川华冠汽车为龙

头的机械制造产业园；以富安娜家居、四川国栋、

富邦家?为龙头的家居建材产业园；四川建国汽

车、南充通源汽车、南充明云车业为龙头的汽车

４Ｓ店产业集群；正在实施以南充三环电子、鑫源
通讯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园。

嘉陵工业园区为四川省 “１５２５”百亿产业园
区。２０１０年，已建成面积近１０平方公里，入驻企
业９０余户，其中规模以上７４户。园区初步形成了
以东风汽车、畅丰车桥、通产玻璃为带动的机械汽

配产业，以依格尔为带动的丝纺服装产业，以燕京

啤酒、汇源果汁、鹰金钱食品为带动的食品饮料产

业。园区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了招商引资

力度，突出了重点招引机械汽配和饮料食品产业企

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做大机械汽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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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饮料产业集群。园区力争３－５年时间实现 “东

风”５０％以上的本地配套率，单个产业实现销售
收入１００亿元，基本形成中国天然气汽车 （ＣＮＧ）
发动机生产基地和西部载货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

力争实现建成西部丝纺服装生产基地；围绕燕京啤

酒和汇源果汁力争实现把嘉陵建成中国西部啤酒及

饮料制造基地。

阆中市工业集中区位于阆中市七里新区，已建

成面积１０平方公里，建设有产业发展信息平台服
务中心、融资担保公司、物流配送中心等企业服务

平台。是四川省食品加工业基地园区，四川省知识

产权试点园区。至２０１０年，入驻企业６６户，其中
投产企业４３户，正在建设的企业１６户。形成了以
张飞牛肉公司、保宁醋公司、王中王味业公司、保

宁压酒公司、华珍牛肉公司为骨干的食品工业园，

以康美药业公司为龙头，保宁制药公司、滕王阁制

药公司为骨干的医药工业园，以汇诚纺织公司、卓

尚丝绸公司、锦洋丝绸公司、德雅丝绸公司为骨干

的轻工纺织园，以创越能源为骨干的碳纤维新兴材

料工业园，以恒元建材公司、鼎盛商砼公司、天罡

木业公司为骨干的建筑建材工业园。

南部县经济开发区由河西工业园 （原温州工

业园）和河东科技工业园组成，已完成开发面积５
平方公里，签约入驻企业 ７１户。河西工业园于
２００４年动工建设，已开发面积２平方公里。２０１０
年，全国 “十佳”农用车生产企业、投资 ５亿元
的海南金鹿农用车生产项目建成投产。三鑫南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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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泵业、嘉陵粉末冶金等７户企业已成为哈飞、
东风、长安等知名汽车品牌的战略合作伙伴。“机

械电子园”已入驻企业２８户，实现销售收入２５亿
元，“南部制造”系列机电产品正成为成渝铸造基

地。河东科技工业园于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开工建设，
２０１０年投资５６亿元的中盐银港亚洲第一条年产
２５万立方米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建成投产。“板材
建材园”已入驻企业１２户，实现销售收入２５亿
元，形成了高密度纤维板、新型木塑板材、环保隔

墙板、实木地板生产链。投资 ２５亿元、年产 ２０
万吨的华润雪花啤酒即将投产。“饮料食品园”已

入驻企业１４户，实现销售收入２０亿元。开发区已
形成 “机械电子”、 “板材建材”和 “食品饮品”

的 “一区三园”发展模式。

西充工业集中区分为橡胶坝工业集中区和多扶

食品工业园区。橡胶坝工业集中区 （一期）已建

成１５平方公里。多扶食品工业园区一期用地面积
３２５平方公里，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特色产业，培
育粮油制品产业链、肉食品产业链、果蔬产品链、

发展食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

农产品生产加工园区。２０１０年，已有天盛竹业、
绮香沙丝业、光友粉丝、阳光印务、红鼎天椒业等

１３户企业入驻园区，其中７户企业正式投产。园
区基本形成了以食品加工、缫丝及塑化为主导的产

业体系。

营山县三星工业集中区始建于２００１年，现已
建成２５平方公里。集中区重点建设机械汽配、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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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服装、食品药品三大工业园，现入驻企业３６户，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２６户。

四川蓬安工业园区是经国家发改委和省政府批

准成立的省级工业园区，也是全省 “１５２５工程”
特色产业园区。被省政府列为成长型超１００亿产业
园区。园区已建成面积５平方公里，机械冶金、食
品轻纺 “一区两园”的产业布局基本形成，入驻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６１户。江苏雨润、金石电子、
齐祥包装、蓬升机械、新疆绿美、南充佳美二期蔬

菜罐头生产线等９个项目建成投产。
仪陇县工业集中区由城南工业区、河西工业

区、光华工业区组成。２０１０年，已建成 ４３平方
公里，集聚项目 ５０个，协议引资额 ３１０７亿元，
建成投产企业达３３家。

ijf

　新石器时代，南充先民利用草、木、
竹搭建房屋。西周末期，先民采用石板、土坯砖、

木板、筒瓦、瓦当、滴水建造城池、宗庙、民居。

隋唐之后，南充的建筑业日益发达，至今境内尚存

完好的建筑物有高坪宋代白塔、阆中明代白塔、营

山清代回龙白塔以及具有特色的阆中华光楼、仪陇

奎星阁、顺庆魁星楼、嘉陵七宝寺等楼阁。

１９５０年后，南充相继兴办了川北建筑公司等
建筑施工企业，承建了中共川北区委、川北行署、

川北军区、人民银行中心支行等机关办公平房、低

层楼房等工程项目。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成立中国建筑
工会南充市委员会，直接管理建筑工人。１９５６年
至１９５７年，南充专、县陆续兴办建筑施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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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邀请西南勘察公司、四川省勘测公司到南充

勘测南充市市郊地形，为城市规划建设和工业、民

用建筑提供了准确的地质资料。１９５８年，南充市
建筑工会的部分职工和设计施工代办处的部分职工

组建南充市建筑工程公司，担负南充市地方工业、

市政工程、民用建筑等土建工程任务。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初，成立南充专区水电勘测设计院。１９６４年
至１９６５年，南充发展壮大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建筑
施工企业。１９７１年后，南充一边在各县 （市）推

广普及水泥预制构件生产技术，一边调整升格地区

建筑工程公司设计组为地区设计室，归口地区计委

管理。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成立地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和
各县建设局，全区建筑业归口地、县 （市）建设

主管部门管理。１９８２年，在培育壮大２０余个全民
和集体所有制建筑施工企业的同时，兴办了建筑队

或建筑安装队１００余个。首次对全区所有勘测设计
单位进行登记、考核、发证，规范建筑勘察设计工

作。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５年，南充成立建筑施工企业资
质审查和发证领导小组，完善建筑勘察设计单位管

理体制，对所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进行审查。１９８９
年，建立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年审制度。１９８９年至
１９９２年，南充工业、民用建筑逐步向大型钢筋混
凝土结构、高层框架建筑方向迈进。建筑施工企业

发展到２００余家。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南充市加快
中心城市、副中心县级城市、县城、小城镇房屋建

设步伐。１９９７年以后，南充严格管理建筑勘察设
计单位和建筑施工单位资质，进一步强化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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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报建和开工审批制度，加强建筑工程招投标和

建筑工程监理力度，整顿和维护建筑市场秩序，推

动和促进了建筑业健康发展，实现了从传统手工工

具和肩挑背磨施工修建平房、低层楼房，向广泛应

用机械机具修建砖混建筑、钢筋混凝土框架建筑、

高层建筑的重大变革，建造了南充广电大厦、南充

报业大厦、北湖宾馆等一批标志性建筑物。２０１０
年，全市具有资质以上总承包、专业承包及劳务分

包建筑企业共２４９户。期末从业人员 （不含劳务分

包企业）１２８６万人。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企业完
成建筑总产值 （不含劳务分包企业）２００３５亿元。
完成竣工产值 １４１４８亿元，实现利税总额 １３９０
亿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１８１７２４万平方米，房屋
建筑竣工面积１００４３５万平方米。

klmn

　汉代，嘉陵江沿岸商贸繁荣，蚕丝
及其制品行销省内及京都各地，并经成都入云南转

销东南亚地区。唐时，南充北以阆中、广元为枢

纽，沟通陕西、甘肃物资交流，南以南充为中心，

联通合川、重庆、万县、宜昌及云南、贵州等地，

输出输入各类商品。北宋时期，南充成为川北物资

集散中心。明末清初，战乱不断，洪灾、瘟疫肆

虐，商业不振。清康熙至道光年间 （１６６２～
１８５０），南充城乡专设 “丝行”交易蚕丝。清光绪

二十年 （１８９４），沿海省区的机制棉纱、布匹、百
货等商品流入南充市场，南充商家开始大量经营外

地日用工业品。清末民初，南充民间商家组织绸缎

帮、棉丝布匹帮、杂货帮、苏货帮、靴鞋帮、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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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棉麻帮、丝线帮等行 （帮）会，南充城镇码

头行栈、堆栈、街市、茶市商贾云集，购销活跃。

南充县城新南门、三公街成为蚕茧交易中心。川北

各地桐油、粮食、菜油、药材、山货多以南充为枢

纽，转销重庆、汉口等地。民国７年至民国２３年
（１９１８～１９３４）间，四川军阀割据，捐税繁苛，关
卡林立，兵匪为患，商家经营陷入困境，歇业倒号

者比比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

工商业内迁，南充县城大南街一带成为繁荣的商业

区。后在日军飞机数次轰炸下，许多商店被毁，商

家纷纷搬迁至模范街，模范街由此逐渐成为中心商

业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动内战，通货恶性

膨胀，市场物价暴涨，商业衰败。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南充组建国营专业公司，
发展城乡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打击囤积投

机、哄抬物价、欺行霸市、违法经营，恢复市场秩

序。从１９５３年起，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油脂、
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对主要工业品、手工业品，由

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 （简称国合商业）采取委

托加工、订货包销、计划收购、以销定产等多种形

式进行收购。１９５４年 ９月棉花、棉布统购统销。
１９５５年，生猪、土糖、文化土纸被列为二类商品，
按计划收购。１９５６年底，南充国合商业和供销合
作社商业在批发中的经营比重达到 ９０％以上。
１９５８年，南充商业流通体制由条块结合转换为以
地方行政块块领导为主，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取代多

渠道、多成分商品流通，加之市场供应紧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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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肉、蛋、糖等食品和部分日用工业品实行

凭票限量或审批供应。“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充

商贸流通陷入混乱，市场供应紧张。１９７９年，南
充开始扩大商贸企业自主权。１９８３年，开始改革
商贸流通体制，逐步放开日用商品的批发业务，同

时鼓励发展个体私营商业。１９８４年起对国营小型
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

营、租赁经营或转为集体所有制，初步形成多种所

有制商业共同发展、多渠道流通的格局。１９８６年
起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所有权、经

营权分离。１９９４年，南充被省列为流通综合改革
试验区，按照 “抓大、放小、建新、调结构、转

机制、增效益”的思路，采取 “改、转、租、包、

卖、并、联、股、破”等形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１９９７年，南充商贸除烟草、食盐、石油成品油、
粮食、药业外，其他不具有竞争优势的国有商业分

别进行破产、拍卖、兼并和转为民营等形式的改

革，供销合作企业改制为供销社控股的股份合作制

企业，民营商业得到空前发展。２００３年，全市个
体、私营商业、餐饮服务业达到８４９４５户，从业人
员１６３８９３人，营业额７９５９亿元。各类商贸网点
遍布城镇街道、居民大院、单位、学校和乡村村、

组。南充出现多个商业繁华区，顺庆区五星花园一

带，成为黄金商圈。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９年，围绕打造
“川东北商贸物流中心”目标，建设烟草、医药、

农资三大物流配送中心。深入开展 “万村千乡市

场工程”，大力改造建设符合标准的农家店。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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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市区商业发展规划，实施社区商业 “双进工

程”、“双百市场工程”， “川北农产品批发市场”

成为省级农产品批发市场。制订了 《南充市乡镇

农贸市场发展规划》，基本实现每个乡镇都有一个

农贸市场。经营范围从传统的日用百货、粮油副食

等行业迅速向餐饮、医药、农资、家电、通信、美

容等众多行业延伸。全市具有一定规模的连锁经营

企业发展到 １０２家，各类直营店、加盟店达到
６７３２家；限额以上连锁经营企业销售额 ４９１亿
元，连锁经营率１７５％，名列全省前茅。全市物
流配送公司、小型货运和托运部发展到 １５０多家
（其中物流配送中心 ２３个）。电子商务、电视购
物、商品直销等无店铺销售形式和经纪、代理制等

现代营销方式悄然兴起，拍卖、典当等行业复兴，

汽车拆解、汽车零售交易、定点屠宰等逐渐成为全

市商贸流通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其间的２００７年，
南充成功举办了第十九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共

组织展团２８个，参展企业和商家２０００多家，展销
商品上万余种，实现总交易额 ３８９４亿元。２０１０
年，南充商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

川东北粮食、药品、农产品物流配送交易中心等重

点物流项目建设加快，完成５４个农贸市场 “三化

一改”建设。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３１８７亿
元。其中，城市市场消费品零售额 ２０８３４亿元，
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１２３５３亿元。在各种经济
类型中，国有经济零售额５２９亿元，集体经济零
售额１４７８亿元，公有制经济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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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总额的 ６１％，私营个体经济实现零售额
２１２１７亿元，股份制及其它经济零售额 ９５３２亿
元，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零售额４３１亿元。

opmn

　唐代，南充丝绸远销日本。清同治
五年 （１８６６），南充桐油开始对美国出口。１９世纪
末，南充出口产品有生丝、猪鬃、肠衣、山羊板

皮、羽毛及魔芋片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南充４００
多家山货商组成的出口商会为川东北最大的同业公

会，经营范围包括生丝、畜产、土产等。民国 ２５
年 （１９３６），南充猪鬃出口３６万公斤，桐油出口
１３２０万公斤，占重庆口岸出口量的６０％。民国３４
年 （１９４５），南充生丝出口量占全省生丝出口２／３。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南充出口产品主要是传统

畜产品。１９５６年，南充外贸出口突破 ２００万元。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年均出口供货额５００万元以上。
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４年，南充出口产品逐步扩大为冻猪
肉、罐头、硫磺、芳香油、蛇胆、中药材、桐油、

干果、柑橘等。１９６６年以后，外贸商品品种新增
皮革、夏橙、手工艺品、劳保手套、茶叶等。１９７６
年，南充外贸部门接收丝绸内外销业务，是年，南

充出口供货额达到７３７１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南充技术引进、补偿贸易等开始起步。１９８２
年至１９８５年，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项目３７个，总投
资１亿多元，用汇２０００多万美元。１９８８年，南充
成立进出口公司，开展非计划管理产品的自营进出

口业务。至１９８９年，南充建立起１７个出口专厂基
地，出口品种由原来的８大类５０余种发展到１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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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８２个品种。农副产品出口额比重由原来６０％
下降到２０％，轻纺、机械等工业品比重由４０％上
升到８０％。１９８９年４月，首次对日本自营出口魔
芋精粉。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３年，南充外贸管理逐步取
消指令性计划，改以指导性计划为主。１９９３年以
后，南充外经贸高速发展，形成了一支由外贸出

口、外商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外派劳务企业组成

的外经贸队伍。２００３年，全市有涉外企业１３６户，
进出口总额达到１１５９５万美元，其中直接出口３５２２
万美元。年实现销售收入２５亿元，创利税１５亿
元，出口产品上千种，销往 ３６个国家和地区。
２００４年后，南充把服务延伸到出口产品的生产、
运输、原燃料的采购和资金协调上，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切实强化优质服务。在巩固传统的服

装、丝绸产品、棉纺产品出口的同时，积极引导农

产品、机电产品走入国际市场。建立并规范南充市

外派劳务服务中心，有针对性地培训建筑、中餐厨

师、医护人员、农业工人、缝纫工、渔工等工种，

通过 “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壮大了外经合作

队伍。四川远东国际劳务有限公司、南充东方国际

劳务有限公司、四川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南充数码

港有限公司先后争取到了国家商务部批准的对外工

程承包资格证书和对外劳务输出资格证书，成为全

省涉外企业获权最多的市。２０１０年，南充市对外
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有直接出口企业３０个，“南充
制造”覆盖全世界７６个国家和地区。外贸出口总
值６３５亿美元，其中直接出口２８２亿美元，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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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３５３亿美元。外派劳务４２００人次，全年利用
外资２９７２９万美元，其中直接利用外资１５８４４万美
元，实际到位外资１８４１９５万美元，间接利用外资
１３８８５万美元。组织外派劳务１５万余人次，实现
收入７８００万美元。

qM:f

　民国时期，南充境内各县有产权房
屋面积１８７７１万平方米 （公地公房产和私地私房

产），统一使用四川省政府制定的官契格，按业主

住址、不动产种类、四至界址、中人姓名、买价和

立契年、月、日登记产权产籍，由各县县长、征收

局长签印。

解放初期，南充各地废除国民党南充地方政权

所发房屋官契证件，颁发人民政府 《房地产所有

权证》，允许房屋自由买卖，以质论价，着手旧房

改造和兴建居民住宅，优先安排无房产、拥挤户、

不方便户租用零星公房。１９５２年冬起，南充积极
引导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工商户自带私有房地产

加入农业生产互助组、手工业合作社、公私合营企

业。１９５６年，形成国营房产、集体所有房产、私
有房产和其他房产，并开始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住

用公房和国营企业使用公房收取租金。１９５７年至
１９６２年，南充在对城市破旧房屋改造的同时，分
别另辟新区修建居民住宅和职工宿舍，安置无房户

和缺房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充建立房地

产管理机构，落实国家经租房腾退政策，制定实施

《公有住房租赁管理办法》，结合旧城改造，开始

进行商品房建设，全面开展城镇房屋普查和换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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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颁发 “房屋产权证”、 “国营房屋使用证”、

“国营土地使用证”。至１９８５年末，南充地区县城
以上城市核发房屋产权产籍证面积８７６０７万平方
米。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２年，根据国家房地产政策，重
新核发公、私房租赁许可证，将以前颁发的 《国

营房屋使用证》更换为全国统一印制的 《房屋所

有权证》，提倡鼓励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筹资

修建住宅。

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４年，南充推行 “统一规划、合

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城

市房地产管理体制，成立市和县 （市、区）城市

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及危险房屋鉴定办公室，组建城

市综合开发公司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设立房地产交

易中心，加大国家经租房腾退力度，启动城市住宅

小区物业管理准备工作，积极推进商品房和经济适

用房开发建设。１９９５年至 ２０００年，南充市制定
《南充市房屋交易价格办法》、《南充市城镇危险房

屋管理实施细则》、 《南充市私有房屋管理实施细

则》、《南充市物业管理暂行规定》，加快城市危险

旧房改造和住宅商品房开发建设步伐，强力推进解

危解困 “安居工程”，分期分批鉴定危险房屋和对

各类房进行白蚁防治，率先在顺庆区大西街南侧住

宅小区实行物业管理，基本解决国家经租房历史遗

留问题。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市及 ９县 （市、区）

城市商品房开发建设由普通型向跃层式住宅、精典

房住宅、中高档住宅、生态智能小区住宅发展，颁

发 《南充市直管公房出售实施细则》，建立房地产

４４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办证大厅和政务公开栏，公开办事程序和服务承

诺，公开竞价拍卖国有房屋，取消房改房上市交易

审批程序，实行一个窗口收件、传递、收费、办

证。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南充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
完成１３０亿元，年均增长１５％以上。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长幅度和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逐年

增大。２０１０年，全市有房地产开发企业 ２１５个，
土地开发面积 ３２２４万平方米，住宅竣工面积
９４０９３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３５３６８万平方
米，商品房销售额１０６亿元，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
筑面积３３平方米 （全市样本）。

rs

　唐代，杜甫曾两次游历阆中，寓居阆中
达半年之久。吴道子饱览南充秀丽山水，画出了

“锦绣嘉陵三百里图”。元稹、李商隐、苏轼、黄

庭坚、文同、陆游、张之洞、丰子恺等都曾到南充

游览观光，留下了大量的咏赞、著述和墨宝。清代

和民国时期，英、法、奥、德等国传教士先后到南

充进行传教活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南充旅游活动的
对象主要是接待友好国家的专家、团体和友好人

士，基本为接待型，没有市场化。１９８５年，南充
旅游开始起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南充旅游业处于
初级阶段，在旅游资源普查、制定旅游发展规划、

景区景点开发建设、旅游宣传促销、旅游行业管理

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１９９８年，万泰大酒
店被评为南充首家三星级旅游饭店。至１９９９年底，
南充有旅游涉外定点饭店２０余家，旅行社、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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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公司等 １０余家，全年接待游客 １０７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２３８亿元。
２０００年后，市委、市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支柱

产业进行培育，市、县 （市、区）两级把旅游业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全市旅游产业进入

快速发展时期，实现了旅游业由接待型向产业型发

展的转变。２００６年，南充成功创建为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旅游知名度进一步提升。２０１０年，南充
已建成较大规模景区景点 ５０余处，Ａ级景区 １１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８处，基本形成了
“阆中古城游、将帅故里游、三国文化游、嘉陵风

光游”４条旅游精品线以及生态休闲、宗教朝拜、
民俗文化等旅游专线。全市有国内旅行社 ２７家，
旅游星级饭店２４家，旅游直接从业人员１２０００余
人。接待旅游者１３０７６万人次，旅游总收入９１１３
亿元。旅游产业成为南充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12

　夏商时，南充先民沿江定居，生息繁
衍。周时，嘉陵江是巴国的一条重要水运线。汉兴

漕运，江河成为主要通道。唐宋以后，水陆驿运由

盛而衰。明清两代，渐历复苏与发展。清道光二十

年 （１８４０）鸦片战争后，轮船、汽车等新式运输
方式传入国内。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 “嘉沱２号”
轮由重庆上航南充，民生轮船公司 “元济”号小

轮由重庆上航阆中。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营 （山）

蓬 （安）简易公路筑成，从南充用船装货运汽车１
辆运至蓬安，再从蓬安驶营山。民国 １８年
（１９２９），修筑潼川 （今三台）至保宁 （今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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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抗日战争期间，嘉陵江成为上联陕甘、下通

荆楚的重要水运通道，设置绞滩站，木帆船发展到

相当规模，在粮食、棉花、食盐、石油、钨砂等物

资运输和兵员运输中发挥出重要作用。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至４０年代，陆路渐有商运汽车。民国 ３０年
（１９４１），修筑南充都尉坝飞机场。至新中国成立
前夕，嘉陵江、东河航道码头处于自然运输状况，

陆上仅有路面凹凸不平的公路５５７公里、３辆破旧
汽车，水陆货物运输量不足２０万吨，周转量不到
２０００万吨公里。

南充解放后，积极开展整治江河、架桥铺路、

筑港建站、更新车船等工作。１９９３年以后，全市
大力加强公路、铁路、水路、航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现代交通运输，打造川东北交通枢纽。

１９９７年，达 （州）成 （都）铁路建成通车，１９９８
年，成 （都）———南 （充）、南 （充）———达

（州）旅客列车正式营运。２００２年，成 （都）南

（充）高速公路正式通车。２００４年，南充高坪机场
正式通航。是年，南 （充）广 （安）高速和南充

绕城高速东段建成通车。２００７年，南充绕城高速
全线建成通车，南充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绕城高速

的二级城市。２００８年，南 （充）渝 （重庆）高速

建成通车。是年，兰 （州）渝 （重庆）铁路南充

段开工建设 （预计２０１４年全线建成通车）。２００９
年，广 （元）南 （充）、巴 （中）南 （部）、成

（都）德 （阳）南 （充）开工建设，以南充港为中

心的嘉陵江高等级航道建设正在加快推进。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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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南 （充）大 （竹）梁 （平）开工建设。至

２０１０年，南充已形成了达 （州）成 （都）铁路、

成 （都）南 （充）高速、南 （充）广 （安）高

速、南 （充）渝 （重庆）高速、Ｇ３１８、Ｇ２１２、
Ｓ１０１、Ｓ３０２、Ｓ２０３、Ｓ２０４为陆路主干线，嘉陵江
为水运主通道，高坪机场为航空站的现代立体交通

运输体系，正在加快打造四川重要次级综合交通枢

纽和川东北区域中心交通枢纽。２０１０年，南充公
路总里程达１９５９５公里 （其中：等级公路１５６１２公
里、等外级公路３９８３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１２７７公里，民航营运里程５４３１公里，境内铁路营
运里程１１８公里。公路客运量１０３９５万人，水运客
运量５３２万人，民用航空客运量１２３７４３人。公路
旅客周转量 ４８１０６５万人公里，水运旅客周转量
４３５８万人公里，民用航空旅客周转量 １６７０５万人
公里。公路货运量４００２万吨，水运货运量５６２万
吨，民用航空货运量 ３０６吨。公路货物周转量
３６４６７７万吨公里，水运货物周转量 １９９９１万吨公
里，民用航空货物周转量４１万吨公里民用汽车拥
有量１５０１００辆，公路部门营运车辆３９０７５辆，民
用运输船舶拥有量１６３５艘。

tu2v

　唐、宋时，南充设有嘉陵驿，负责
传递官方文书，民间书信托人捎带。明末清初，设

有 “民信局”，多为商人服务。清康熙六十年

（１７２１），设铺站，配有马匹、马夫、铺夫、铺兵
等。清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设顺庆邮寄代办所
（后升为分局、邮政局）。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设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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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电报局，开办有线电报业务。民国 ２９年
（１９４０）和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南充先后开办无线
电报和长途电话通信业务。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南充县
城内设有邮政局、电信局和乡村电话管理所。邮路

总长约５０００公里，邮件均徒步运送；有长途电路
７条、磁石电话交换机２５门、电话机１０部、莫尔
氏报机３部，境内有２个县不通电报，４个县不通
长途电话。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７年，南充邮路总长１７０８７公里，
其中汽车邮路 ２５９０公里，自行车邮路 ３９２公里，
步班邮路１４１０５公里，电报电路增至３３路，长话
电路增至４０路，各县 （市）全部通电报、电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南充邮电通信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邮政除传统业务外，还经办了储

蓄、集邮、特快专递等新业务；境内有各种邮路

２７０多条，步班邮路逐步被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
邮路取代。市内电话逐步由人工改为自动，县城以

上城市相继由人工通报变为电传通报，传输方式也

由明线改为电缆、微波。

１９９１年，中共南充地委、地区行署把邮电通
信作为优先发展产业。南充撤地建市后，抓住国家

优先发展邮电通信和西 （安）成 （都）光缆穿越

南充境内的机遇，及时作出抓好程控电话、光缆传

输和移动通信等三大工程建设的战略决策。按照国

家、地方、集体、个人 “四个一起上”和 “统筹

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

采取 “四个一点”（邮电主管部门拨一点，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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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给一点，邮电企业出一点，社会筹一点）的办

法，广辟资金渠道，及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在

全省第二个实现所属县 （市、区）市话交换程控

化、市到县传输光缆化，市辖３区电话号码升至７
位，各县 （市）全部进入全国直拨大网，并实现

无线寻呼和移动通信业务全省漫游。１９９５年，南
充三级邮区中心局建成营运，成为川东北地区最大

的邮件集散地，还建成电子化支局６个。全市电话
交换机容量达６０１２万门，长话业务电路增至２１６６
路；大部分县开通了１１２微机受理障碍系统、１１４
微机查号系统，市邮电局开通了用户缴费自动查询

系统，分组交换网也建成开通。１９９６年至 ２０００
年，南充采取 “让利共建”、合作发展和特殊优惠

等办法，农话改制、“村通工程”和政府上网工程

得以顺利实施。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全市农话实现
自动化，乡镇通光缆率１００％，行政村通电话率达
９０％以上，南充率先在全省实现市、县 （市、区）

两级政府全部上网。完成无线寻呼从邮电主体剥

离、邮政与电信分营、移动通信与固定通信分离、

电信主辅、主附分离等邮电体制改革工作，联通南

充分公司以及一批寻呼台应运而生，南充通信市场

逐步形成多元化竞争的格局。２００４年至 ２０１０年，
南充邮电通信建设取得了量的突破，实现了质的飞

跃。邮政方面，建成南充二级邮区中心局，形成以

南充为中心，辐射所属县 （市）、乡镇的邮政运输

网、城乡投递网、邮政营业网；建成联通全国的邮

政综合计算机网，邮政绿卡网实现全国通存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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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集邮业务、报刊发行等均实现电子化操作，

特快专递１８５查询系统进入全国大网运行。电信方
面，采用和推广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技

术、新设备和新业务，如多媒体通信、因特网、ＩＰ
电话、ＣＤＭＡ、宽带通信等。电信通信网络完成了
由人工网向自动网，模拟技术向数字化、多媒体的

高科技转变，传输方式由明线、电缆为主发展到光

缆、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城区９６３３％的宽带用户具备８Ｍ以上的带宽能力，
ＰＯＮ网络的资源利用率达６１８％，名列全省前茅。
移动城区网络覆盖率达９８％，农村网络覆盖率提
升至８５％。移动通信方面，交换机话务承载能力
可承载川东地区所有互联互通业务，开办了点对点

短消息、手机上网业务、彩信业务、彩铃业务、手

机报、飞信业务，实现短信、彩信、在线消息、语

音聊天、彩铃、网上营业厅、文件共享等多种通信

业务和服务的整合。２０１０年，全市邮电主营业务
收入达２１３９４４万元，邮电业务总量２３８００９万元，
固定电话用户 ９３５９０９户，移动电话用户 ３０２２７３５
户，邮电局、所１０８５处，长途交换机容量２２７８１１１
路端，长话电路 ８３０４００路，国际互联网用户
２９９８４５户。

wx

　清代，南充有典当、钱庄、银楼 （金

号）从事金融业务，以典当最为活跃，银两、制

钱作为货币同时流通。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钱
庄、银号渐兴。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张澜在南充县
城府街海清楼开设铁道银行。之后，由四川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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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的永利、美丰、浚川源、聚兴诚、复华、福

川、和成、川康、四川省银行、四川工农、四川建

行等银行相继到南充设立分行或办事处。抗日战争

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银行随之迁渝，

在南充设分支机构。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南充共
有各类银行９７家，为四川八大融资中心之一。抗
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各内迁金融机

构纷纷回迁，南充资金大量外流，金融业务萎缩。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无限制
发行纸币，通货恶性膨胀。民国 ３７年 （１９４８）８
月，法币制度崩溃，政府虽连续采取换发金圆券、

银圆券等 “币政”措施，印钞速度赶不上通货恶

性膨胀速度，买卖黄金、银圆黑市活动猖獗，南充

金融业元气大伤，私营金融机构大量停业、倒闭。

南充解放前夕，尚存国家银行３家。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南充解放，中国人民解放

军南充军管会接管原国家银行、地方银行。执行中

央人民政府决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初步建

立统一的人民币市场。１９５０年３月，组建中国人
民银行川北分行，管辖川北行署辖区的南充、遂

宁、达县、剑阁４个专区３６个县 （市）的金融和

代理国家金库。１９５２年 ９月，川北分行撤销，成
立中国人民银行南充中心支行。１９５４年至 １９５５
年，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先后在南充设立分支

机构。 “大跃进”时期，信贷失控，大量增发货

币，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调。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贯
彻中央 《银行工作 “六条”》，货币流通基本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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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对银行实行军事

管理，使银行工作的基本制度得以坚持，各银行坚

持存、放、汇和结算业务，货币投放得到一定控

制，支持了三线建设和地方工农业生产、商品流

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充稳步推进金融改

革，努力创新金融服务。１９８５年，人民银行对信
贷资金管理开始实行 “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

存实贷，相互融通”的体制改革，初步打破了长

期以来资金 “吃大锅饭”的状况。全区金融机构

存贷款余额年年上升，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发

展。１９９３年，南充金融市场证券部批准升格为四
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充办事处，成为全省地区级

首家具有合法经营权和实行独立核算的专业证券

商，并取得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席位。２００１
年，南充市首家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２００４
年以后，南充金融环境不断改善。南充市商业银行

设立贵阳分行，开创了中西部二级城市商业银行跨

省到一级省会城市设立分行的先河。仪陇惠民村镇

银行成为全国第一家设立支行和增资扩股的村镇银

行。邮储银行南充分行成为全省第二家小企业贷款

中心试点行。组建了全省首个小额贷款融资担保行

业协会，积极与证券投资机构联系，加强重点培育

企业融资对接，促成了战略投资者与部分企业的前

期合作，部分企业已与中介机构合作。列入全市重

点培育的企业有３４户，中介机构入场辅导企业７
户。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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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至２０１０年，全市建
成以中央银行为主导，以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

行为主体，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地方商业银

行、城乡信用社、邮政储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发展

的大金融格局。金融交易工具由单一的存、贷款，

逐步发展到广泛运用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

债券、股票、外汇买卖、金融期货、银联信用卡等

多种现代金融工具，为企业和城乡居民拓展了面向

市场、多元化投资理财的发展空间。２０１０年，全
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１２３６３６亿元、比年初净
增２５７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５１４４２亿元、比年初
净增１１３６９亿元；保险业全年实现保费收入３６３１
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０４％，理赔支出７５５亿元、同
比增长３６４５％；证券市场开户数８７万户，资金
交易量达８６３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７％；有金融监
管服务机构３家、银行业机构 ９家、保险业机构
３０家、证券机构３家、小额贷款公司４家 （含已

批筹未开业１家）、贷款公司１家和融资性担保机
构１６家 （已通过省政府金融办备案登记），从业

人员达２２万人；金融业实现税收３７３亿元，同
比增长 ３８６６％；金融业增加值 １７３７亿元，占
ＧＤＰ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２１％和７７３％。

【城市建设】　汉高祖五年 （前 ２０２），安汉
县建立后开始修建城邑，当时县城建于今南充市城

北舞凤乡清泉坝五里店嘉陵江边，城区范围约１平
方公里，城墙为土筑，城门为砖砌，城墙外有壕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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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中年间 （８４７～８５９），南充城从安汉城故
址迁至北津渡附近 （原上渡街至龙王街一带）。至

宋时，城内有仙鹤楼、清晖阁、开汉楼、孔庙、鼓

角楼及嘉陵驿站。城郊有纪信庙、陈寿祠、五友

亭、览秀亭、步虚亭、玄妙观等著名建筑。南宋淳

四年 （１２４４），为抗击蒙古军，顺庆府治迁移到
青居山上临时府城中。元世祖至元八年 （１２７１），
顺庆府 “徙回故治”北津渡附近。

明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顺庆城址南迁至城区东
南城区处，夯土筑成城墙。在城内依古寺、庙、

庵、观建街市，顺庆府衙、南充县衙皆在城内。成

化年间 （１４６５～１４８６），顺庆府筑起砖石结构的坚
固城墙，总长１８４６丈 （约６１５３米）。辟城门八道：
景和门、来薰门、阳复门、阜成门和小东门、小南

门、小西门、小北门。明末，张献忠率军围攻顺庆

城时，城内官兵放火烧城，顺庆城被毁。

清康熙初，沿内城旧址修复城墙，外挖壕池。

城墙总长为６１５３米。清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加高城
墙，辟９道城门：汉津门、连洲门、金泉门、栖乐
门、鹤鸣门、安汉门、仪凤门、观星门、文明门，

每道门建有城楼。清咸丰年间，城区范围向东北方

向扩展至今三公街、平城街一带，修筑外城墙。外

城墙长１１００丈 （３６６６米），高１丈，西起内城的
西北角，折向东北至嘉陵江岸，再向南将嘉陵江岸

河堤加高成为东边沿江 “城墙”，将内城南门东边

延伸与江堤连接，在原有城区北面、东面构成了封

闭的外城区，形成了内城连外城的格局。在外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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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辟福星门、平城门、迎恩门、新南门以通城外，

城区面积几乎扩大ｌ倍。清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
南充遭受严重洪灾，城墙崩塌。重建后，尽改城门

名称，各城门分别更名为大东门、大西门、大北

门、大南门、小东门、小西门、小北门、小南门、

文明门。

民国１０年 （１９２１），拆除城墙，使内城区与
外城区合为一体。民国２９年至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侵华日军两次轰炸南充，大南街、府街、
鸡市口一带遭到严重破坏，商号、餐馆、集市逐渐

北移，模范街一带成为商业贸易繁华的闹市区。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城市建成区面积１．６平方公里，南
北长２．４公里，东西宽０．５５～１．１公里。有街
６２条，巷道２９条。除３条街为石板街面外，其余
为碎石泥结路面。没有配套的下水道和公共环卫设

施。房舍多为木质穿逗结构的平瓦房，只有少数砖

木结构楼房。

１９５０年３月，设置南充市 （川北行署直辖

市），南充城市市区街道按省辖市规格建设。１９５１
年，时任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编制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张南充市城市总体规划图，构建了

南充的城市骨架，为南充发展成为大城市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在编制了南充市城区街道计划图时，胡

耀邦力主修建市中心广场，并把中心广场修得很宽

敞，形状为五角星，每颗星的尖端都辐射出一条马

路，如今南充的五星花园成为南充的城市标志。至

１９５２年，市区内东学院街、金泉街、文峰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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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街的碎石泥结路面翻修一新。禹王后街、果山

街、奎星街、大北街、青年街、模范街、仪凤街、

平城街铺成石灰三合土路面。建成石砌下水干道４
条，支线渠道４０余条。新辟嘉陵路、胜利路、莲
池花园路、西藏路、莲池路。截直拓宽旧城大西门

至小西门一段的环城路，拆除沿线茅房、席棚，填

平城壕、臭水坑，建成人民南路、人民中路。城区

向西、北方向拓展。兴建小西门和新生街两处住宅

小区。修建中共川北区委机关办公楼 （今中共南

充市委大院内）、川北行署机关办公楼 （今西华师

范大学老校区内），中共南充市委、市人民政府机

关办公楼 （今顺庆区委、区政府大院内），川北军

区大礼堂，中国人民银行川北分行大楼 （今五星

花园南充银行大厦），川北大旅社 （今盛华堂百货

处），川北人民大礼堂 （今南充大都会处）。兴建

火电厂和自来水厂。敷设电话专线。建成可容纳５
万人集会的人民广场 （今北湖广场处）。修建综合

性的商贸、农贸市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为３平
方公里，人口达到５万。
１９５８年，南充开展石油大会战，在城北新建

南充炼油厂、川中石油综合机修厂、南充罐头厂、

南充农机厂、南充织绸厂以及西南石油学院等，将

元明清以来的南充县城与古安汉城旧址连成一片。

１９６５年，南充市开通市区五星花园至西南石油学
院 （今西南石油大学）首条公交营运线路。１９７５
年，白塔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连通了嘉陵江两岸

南充市 （今顺庆区）和南充县 （今高坪区）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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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南充城区面积扩至近 ６平方公里，
城区范围南到西桥河、东到嘉陵江、北到团结宾

馆、西到舞凤山脚，人口近１３万人。市区内有大
小街道７１条，其中建有绿化带的街道１３条，栽有
行道树的街道１１条，路灯近５００盏，城区内只有
一座果山公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充加快

了城市建设步伐。１９８２年，把原滨江北路沿江堆
积垃圾地带清理改建成滨江公园。１９８３年，城区
主要街道全部改建成水泥混凝土路面或沥青混凝土

路面。１９８４年，城区所有小街小巷全部改建成水
泥混凝土路面。１９８５年，把原废弃的乱葬坟地改
建成玉屏公园。

１９８５年，南充城区面积扩至 ９６平方公里，
１２０条街巷以五星花园、人民花园为中心，辐射状
展开。纵贯南北的人民南路、人民中路、人民北

路、西藏路、延安路、滨江北路，横贯东西的人民

东路、人民西路、和平路、长征路，以及涪江路、

文化路等主要干道宽度为３２～３８米，车行道与人
行道之间有绿化带隔开。人民南、中、北路的快车

道和慢车道之间有交通隔离墩分隔。城市功能分区

基本形成。以模范街为中心，果山街、大北街、仪

凤街、人民南路北段、人，民中路等地段为商业

区，商场、商店、个体商贩摊位，以及宾馆、餐厅

等，大多集中在这个区域内。以北湖公园为中心，

文化路、人民西路、涪江路西段为文化区，分布有

两所高等学校，两所中等学校及文化、教育、新

闻、科研、体育等单位。城北金鱼岭、安汉古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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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为工业区。集市市场建设和公共游乐场地建设

发展迅速。建成可容纳２万余人的南充市体育场。
城区内有各类集市２４个。城市园林绿化面积达到
２７．４８公顷，人平绿地达到 １．７８平方米。１９８６
年，位于城区繁华地段的北湖公园建成，成为市民

休闲的最佳去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电讯

等管道、线路和路灯、公共厕所等设施日趋完备。

至１９９３年，城区建成区向南、北、西方向扩展，
建成区面积 １０５平方公里，街巷增至 １４０余条，
北干道延伸至马市铺，南干道延伸至火花中学，与

人民北路、人民中路、人民南路连接一起，成为贯

通全城的１０余公里长的大道。涪江路向西延伸至
西山脚下。城区内新建的丝绸大厦、丝绸大世界、

川北大厦、广播电视大厦、白鹭宾馆等建筑耸立街

头，城区内有公园和小园林７处。
１９９３年南充撤地建市，南充市中心城区由顺

庆区城区、高坪区城区、嘉陵区城区组成。中心为

顺庆区城区，副中心为高坪和嘉陵两区城区。当

时，三区城市建成区面积仅２０３平方公里，城市
人口３０万人。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市区新、改、
扩建街道１２５条，新建嘉陵江铁路大桥、清泉寺嘉
陵江大桥、华兴寺嘉陵江大桥、桓子河大桥、西河

大桥。达 （州）成 （都）铁路南充段建成通车。

２００１年，南充确定了 “以江为轴，北拓南延、跨

江东进、拥江发展”的城市建设思路，城区不断

拓展。同年，在顺庆城区开始修建人行过街天桥。

２００２年，市政府在城北舞凤镇开始建设南充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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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同年，成 （都）南 （充）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２００３年，北湖公园 “破墙透绿”，把封闭式的

公园改建成免费开放的公共休闲场所。之后，果山

公园、白塔公园等也相继 “破墙”，免费开放，大

力改变了城区人居环境，有效地提升了南充城市品

位。市政、供水、燃气、公交、园林等城市公用事

业有了飞速发展，城市公交由１条运营线路发展到
２７条。２００４年，南充高坪机场建成通航，南
（充）广 （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总长１４２公
里长的滨江大道建成 （南至嘉陵区泥溪口，北到

市政新区广场），打通了主城区又一条南北交通干

道。滨江大道实现了景、堤、路、城的完美结合，

新增了４０万平方米的市民休闲景观绿地，被誉为
南充的 “外滩”，成为南充又一张靓丽的城市名

片。位于市政新区的南充市体育场、南充大剧院、

南充市图书馆建成投入使用。２００５年，中心城区
面积扩展到５３７４平方公里，居住人口达６８５万
人，南充由中等城市迈入了大城市行列。２００６年
至２０１０年，南充强力推进百万人口城市建设，拥
江主城、江东新区、产业新城、北部新城建设全面

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０６年，南充成功创
建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成为省政府 “十一五”

规划的全省４个特大城市之一。２００７年，南充在
全国二级城市中第一个建成总长４２公里、双向四
车道、道路总宽度达到２４５米绕城高速公路。同
年，创建成为中国园林城市。２００８年，南 （充）

渝 （重庆）高速公路建成通车。２０１０年，市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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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成区面积７８平方公里，市辖三区建成区人口
７９４万人。市辖三区城区主要街道增加为２００余
条，城市公园发展到 ９座，建成名胜古迹园林 ４
处、城市广场６处、游园和街头绿地１７处，市区
街道绿化率达９７％，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８６２平方
米，城市化水平达到 ３２％，整座城市呈现出江、
城、山、水和谐共融的崭新面貌。南充作为一座极

具潜力、充满魅力的城市在川东北区域和成渝经济

区北部迅速崛起，一座山川秀美、布局合理、繁荣

昌盛、气势恢宏的新南充即将迈入百万人口的特大

城市行列。

【社会事业发展】　南充市是四川省科技强市
和重要的科教基地，大中专院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名

列四川省第二，是川东北科教中心。现已形成包括

院士、享受国家津贴的专家、省市技术带头人、拔

尖人才和广大专业技术人员１０余万人组成的优秀
人才队伍，形成了由８０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省
部级重点研究所、实验室和市级研究所、企业研发

中心组成的科学研究开发体系，形成了由一大批科

研院所、科技中介组织和２０００多个基层农技站组
成的技术服务体系。一大批科研成果获国家、省、

市重大科技成果和科技进步奖，其中 “南薯８８”、
“石油水平井钻井成套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油藏数值模拟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棉花洞Ａ核雄性不育种质”先后获国家发明
三等奖和省政府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天府花

生”研究获国家科技发明奖。被誉为艺苑奇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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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大木偶、川北灯戏、川北皮影、川北剪纸独具

艺术魅力，名扬中外。医疗卫生网点遍布城乡，市

中心城区内南充市中心医院和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为三级甲等医院。

yz

　清代，南充境内城有学宫、书院，乡有
义学、私塾，知名书院有顺庆府懋修书院 （朱凤

书院）、保宁府锦屏书院、仪陇县金粟书院、南部

县鳌峰书院 （凌云书院）、营山县云凤书院、蓬安

县玉环书院。顺治九年 （１６５２），四川补行辛卯科
乡试，在阆中举行 ４次乡试。清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英国教会在阆中设置私立小学。光绪二
十九年 （１９０３），顺庆府、保宁府各设中学堂 １
所。是年，南充各县始办初级师范传习所，多附设

于高等小学堂内。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张澜从日
本留学回归，受聘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司，在

南充创办实业教育，开四川职业教育先河。光绪三

十三年 （１９０７），张澜、林维干在南充县城筹办端
明女塾，为南充县第一所私立女子小学。清末，南

充各县均办有官立初等小学堂。除高、初等分设的

小学外，还有高、初等并置于一所者，谓 “两等

小学堂”。小学有官立，公立、私立３种，以官立
小学为主。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林维干倡办幼儿教
育，在校附建蒙养园，此为南充最早的幼儿园。是

年春，南充县立中学校成立。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
南充各县相继创办男女中学。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
设立嘉陵高级中学校。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南充
各县推行义务教育。民国 ３８年 （１９４９）９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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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先后开办８所公、私立中学。是年，南充西山
书院扩充为私立川北大学文学院。民国时期，扫盲

及成人教育由各地民众教育馆具体管理，中小学及

社会团体协助办理，南充各县社会团体及学校，先

后办起平民学校、义务学校，吸收行业工人、店

员、市民、农民入学。

南充解放后，幼儿教育、学前教育、中小学教

育、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齐

头并进，共同发展。全市形成了大学、中学、职业

学校、小学、幼儿园相互衔接，普教、职教、成

教、幼教协调发展，政府办学和社会力量办学共同

促进的办学体系。

在幼儿教育、学前教育方面。南充解放初期，

仅有幼稚园１０所。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提倡机关、
团体、厂矿、学校和群众自办幼儿园。１９６１年至
１９６２年，对幼儿园进行整顿、压缩，１９６３年以后，
幼儿教育发展缓慢。１９８０年后，南充部分小学开
办学前班，招收未进幼儿园的４至７岁的儿童入
学。至１９８５年，全区幼儿园发展到１９９６所。１９８９
年，幼儿教育纳入基础教育管理范畴，实施由县、

乡、村分级管理体制。１９９２年，南充市仪凤街幼
儿园等１２所幼儿园被命名为四川省示范幼儿园。
２００３年，全市有幼儿园 １１５８个校点 ３７７７个教学
班，在园幼儿 １０３２１人。幼儿学前班遍布城乡。
２００４年以后，南充全面规范学前教育的办学行为，
认真贯彻国家 《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

意见》和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精神，对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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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班、幼儿园进行了集中清理整顿，取缔了一批

不具备办学资格的学前班。以推进 “普及三年学

前教育”工作为目标，以重点抓好公办幼儿园和

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幼儿教

育。２０１０年，全市有幼儿园２９９所 （其中省级示

范园１５所，市级示范园２６所，民办２３６所），教
学点１０６７个，有幼儿专任教师２４０６人，在园幼儿
１１８６２１人。

在小学教育方面。１９５０年，南充有计划地接
收改造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成为公立学校。１９５２
年，各地贯彻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全区有小学

６０００余所，在校学生达到 ５１７万人，比 １９４９年
１２月增加两倍多，学龄儿童入学率为３６４８％。少
数小学试行五年一贯制 （多数小学仍为六年制）。

１９５３年至 １９５５年，南充对小学进行整顿。１９５８
年，实行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相结合的办法，全区

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到８０８１％。１９６１年，经过调
整，压缩，全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下降至

４８２％。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推行全日制学校和半
工 （农）半读学校并存的方针，新办耕读小学

２５４７所。“文化大革命”期间，重点小学被取消。
１９６９年，全区小学在校学生减至 ７３６万人，比
１９６５年减少３６％。１９７０年，南充小学一律实行五
年一贯制。１９７８年，地委、行署批准五星小学、
仪陇县城关小学为地区重点小学。１９８３年，南充
在县 （市）重点小学试行六年制改制试点，全区

大多数小学实行５年学制。１９９６年后，南充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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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统一执行 ６年学制。２００３年，全市有小学
４４８３所，在校学生６５８１４１人。２００４年以后，全面
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新机制，逐步实施

“两免一补”政策，逐步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生

全部享受了免费教科书和免学杂费，提高了家庭经

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制定了 《南充市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和留守学生教育管理办法》，认

真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在主城区划定了

２０多所公办学校供进城农民工子女就读。进一步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 “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加

大了教育经费投入的力度。积极开展 “百校牵手，

城乡结对”活动，认真做好市内１００所城镇优质学
校对口帮扶１００所农村薄弱学校工作，撤并了一批
规模小、办学质量低的村小校点，认真开展主城区

小学 “大班额”问题调研，提出了化解办法。进

一步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落实了

“防流控辍”措施，促进了义务教育普及水平的提

高。２０１０年，全市有小学 １３４４所 （含校点 １０８１
所），其中，民办 ２９０所 （含校点 ２７５所），专任
教师２４９７７人，在校生５１３１５８人，小学学龄人口
入学率达９８９４％，毕业生升学率达１００％。

在中学教育方面。１９５０年，恢复中学 ２４所，
在校学生４３３４人。１９５３年９月，南充高中被确立
为全省重点中学。１９５６年，全区中学增至３１所，
并在２６所完小附设５４个初中班。１９５８年，盲目发
展中学，至６月底，新办农业中学８５２余所，民办
中学５６所。１９６０年，全区有重点公办中学２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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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校、四川省南充第一中学

校为专区直属重点中学。１９６１年３月，开始压缩
学校和学生，全区停办普通初中３４所，压缩学生
２９２１６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学一度停止招
生。南充高中与南充一中下放给南充市管理，重点

中学之名随之取消。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７年，中学教育
畸形发展，全区在校初中学生达４０万人，高中学
生达６３万人。其间，１９７２年，中学生初中学制３
年，高中学制２年。１９７４年，实行农村初中生学
制２年，城市初中生学制３年 （蓬安县坚持城、乡

初中生学制一律为３年）。１９７８年，中学学制改为
５年 （初中３年，高中２年）。１９８０年，全区初中
全部改为３年制，高中试点３年 （１９８５年，全部
改为３年）。１９８１年，省教育厅批准南充高中、龙
门中学为四川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１９８２年，
实行中学教育结构改革，部分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

中。是年 １１月，３２所初级中学改为完全中学。
１９８４年，南充出现私立中学。１９８９年，南充实现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１９９８年，仪陇师范、营山
师范转办为高完中。２０００年１月，南充高级中学
与龙门中学和嘉陵中学合并，成立新的南充高级中

学，形成一校三点的格局。２００２年 ７月，四川省
教育厅认定南充高中、阆中中学为四川省国家级示

范性高中。２００３年，全市共有初中 ４７７所，其中
单设初中１３５所，九年一贯制初中３４２所，在校学
生３３１８５６人。普通高完中６７所，在校学生１０９７７９
人。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南充大力加强示范高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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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全市有国家级示范高中２所、省级示范高中７
所、市级示范高中１９所，示范高中数居川东北片
区首位，南充高中、阆中中学跻身 “全国１０００强
校”行列。采取扩建、改建、联办、民办、迁建、

分离等多种方式，大力整合高中办学资源，南充高

中完成新校区建设，西充中学实施整体搬迁，有力

地扩大了优质高中规模。９个县 （市、区）全面实

现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并经教育部验收，获得好评。

２０１０年，全市有初中学校 ４４５所 （其中民办 １４
所），高中６９所 （其中民办８所）。初中专任教师
１９７２８人，初中在校生３０８８５２人 （初中学龄人口

入学率９８６９％，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８４０１％）。
高中专任教师７０９４人，高中在校生１５０９３８人。

在职业教育方面。１９５０年，南充成立川北公
立南充高级师范学校和川北公立南充高级职业学

校。１９５６年，各县开办速成师范学校。是年，成
立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１９５８年，全区兴办农业
中学。１９６１年，中师进行调整，全区停办 ８所，
保留南充、阆中、蓬安、西充、营山等５所，１９６３
年，南充兴办职业学校。１９６５年，南充先后还开
办了四川省南充半农 （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和

南充县大通半农半读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文化大

革命”开始后，全区中等师范学校、中等职业学

校一度停止招生。１９７１年，师范学校恢复招生。
１９８２年起，南充在部分中学开办职业班。１９８３年
后，部分中学改为职业中学。１９８４年，南充师范
学校与南充地区教师进修学校合并，组成南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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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１９８５年，全区有单设职业中学１９所，在２４
所普通中学附设职业高中班。职业中学开办有微

机、财会、蚕桑、果技、农技、纺织、工艺美术、

家用电器等专业 ２４个。１９８９年，南充地区有财
贸、财经、水经、蚕桑、工业 （农机）、农业、卫

生、护士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８所，设有３１个专
业，在校生４８１３人。１９９９年８月，西充师范学校
改办为西充初级实验中学。２０００年秋，全市职业
高中、中等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

者，基本学制３至４年，以３年为主，招收高中毕
业生的学校 （专业）学制为２年。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
年，南充市将职业教育作为全市重点工作来抓，努

力扩大招生规模，整合职业教育资源，积极实施职

业教育攻坚计划。大力发展民办中职教育，广泛吸

纳民间资金投资兴办中职学校，积极引导民办普通

高中转向投资举办中职校。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

建设，鼓励中职校扩大做强，下发了 《关于进一

步规范中等职业学校管理的通知》，组织中职学生

参加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２０１０年，全市
有中等职业学校４３所，中等师范学校２所，专任
教师２８５３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达到９万
余人。

在高等教育方面。民国 ３８年 （１９４９）９月，
私立川北文学院在南充成立。１９５０年６月，三台
川北大学与南充川北文学院合并，组建成立公立川

北大学。９月，川北大学在南充市小西街开学行
课。１９５２年９月，川北大学撤销，成立四川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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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１９５６年 ８月，四川师范学院本科迁成都，
留下二年制专科生及部分教职工，成立南充师范专

科学校。１９５８年８月，石油工业部在南充市北郊
兴办四川石油学院。９月，南充专署在南充市河东
乡高坪镇兴办南充大学。１１月，南充师范专科学
校升格为南充师范学院。是年，南充还兴办了一批

“红专大学”、 “万斤大学”以及各种名称的学院

（１９６０年，全区各行业又兴办了 ８所业余大学，
１９６１年停办）。１９５９年９月，广安大学并入南充大
学，南充大学更名为南充专科学校，１９６２年，南
充专科学校撤销。１９６５年，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升格为南充医学专科学校。１９７０年，四川石油学
院更名为西南石油学院。１９７５年，西南农学院以
南充农校为基础兴办南充农学院 （１９８２年停办）。
１９７６年，南充市职工业余大学成立 （１９８４年经四
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成为独立建制的成人高等学

校，１９９３年更名为南充市职工大学，是四川省工
会系统两所成人高校之一，也是川东北地区唯一的

一所职工成人高校）。１９７９年，四川省广播电视大
学在南充建立工作站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成立四川广
播电视大学南充分校。１９９４年，更名为四川省南
充广播电视大学）。１９８０年３月，经省政府批准，
南充地区教师进修学校升格为南充地区教师进修学

院。１９８４年９月，南充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和南充
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成南充教育学院。１９８５年 ５
月，南充医学专科学校升格为川北医学院。１９８９
年１月，南充师范学院更名为四川师范学院。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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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４月，更名为西华师范大学。是月，南充教育学
院、南充农业学校、四川省水利经济管理学校、南

充工业学校合并，组建成南充职业技术学院。２００９
年６月，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在南充成立。２０１０
年，全市有普通高校５所，专任教师３１４７人，在
校学生 ６２９００人。成人高等学校 ２所，专任教师
１５０人左右，在校学生８０００人左右。

在成人教育方面。１９５０年，在南充成立川北
人民革命大学，由川北区党委第一书记、川北行政

公署主任胡耀邦兼任校长。各地设立干部文化补习

学校，并在乡村办起街头文化站。工厂办工人夜

校，街道办市民夜校和识字班 （组）。１９５１年，全
区有工农业余学校 ２４００多所，近 ６０万人参加学
习。１９５２年，全区推广 《速成识字法》，参加成人

小学学习者６１８１８７人。１９５６年，全区参加扫盲学
习１０５万人。１９５８年，受 “浮夸风”的影响，大

多数地方采用突击识字的办法，多数脱盲学员验收

后很快复盲。１９６０年，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全部
停顿。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６５年，南充举办有记分员、会
计和农技学习班。“文化大革命”中，农民技术教

育中断。１９７３年，全区逐步恢复扫盲和业余教育
工作，各地举办各种专业技术训练班。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后期，南充部分厂矿和企事业单位办有职工

“七二一”大学、职工业余大学、夜大学等，党

校、干校和高等学校开办一、二、三年制的干部专

修科和干部进修班等。１９８２年起，在全区开展职
工初中、高中文化补习。１９８６年，农民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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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植、养殖业向工、商、建、运、服各行业发

展。１９８８年，全地区开展扫除剩余文盲工作。
１９９０年６月，全区扫除剩余文盲９６１万人，农村
１５岁至４０周岁青壮年中，非文盲率达到９４８４％。
全区参加实用技术培训达１００万人次，８０％的脱盲
学员参加实用技术培训。１９９１年，成立地区和各
县 （市）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分校。１９９１年，
对全区扫盲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基本达到国务院规

定的扫除剩余文盲的要求。１９９４年，全市举办农
经、企管、微财、财会等专业的中专班，成人高

中、成人职业高中班２６个，在校学生１５０００多人。
１９９５年以后，成人教育主要向学历教育方向发展，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通过函授、自考、

党校学习等方式取得文凭，获得学位。

在社会力量教育方面。１９８４年，南充出现私
立中学。１９８６年，行署发出 《关于社会力量举办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通知》。１９８８年６月，南充
实施 《四川省社会力量办学试行办法》。１９９３年３
月，南充对社会力量办学进行清理整顿，对年审合

格的３０所学校换发１９９６年 《四川省社会力量办学

许可证》，１９９６年，市教委会同相关部门对９所学
校在１９９６年招生中未经批准擅自刊登、散发广告
或简章，进行虚假宣传，未经批准擅自增设高、中

等学历教育层次违规违章行为进行查处，注销办学

资格２所，限期整改７所。１９９８年４月，市教委对
全市社会力量办学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力量办

学许可证。１９９９年，市教委年审合格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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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学校３０所。２００１年４月２日至６日，市教委
对全市３１所社会力量办中等学校的内部管理工作
进行督导评估。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南充形成了从
非学历教育到学历教育，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成人教

育，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多门类、多层次的社

会力量办学格局。２０１０年，全市共有社会力量办
学单位９６３个校 （点），在校学生１４３７６１人，其中
有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３所，在校生１７１９人。非
学历教育机构８２所，学生１３１０３人。中等职业学
校２７所，在校生４０１１１人。小学２９０所，在校生
２３２１１人。幼儿园２３６所，在园幼儿４６７５３人。

在特殊教育方面。１９８６年，南充为认真贯彻
省教育厅 “要做到每县、市都有聋哑学校”的指

示，成立了南充市聋哑学校，学制八年，规模１２
个班。１９９２年，阆中市成立特殊教育学校，有 ６
个年级６个班，学生２３人；营山县成立特殊教育
学校，有２个年级 ２个班，学生 １０人。２００３年，
市教育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特殊教育工作的

通知》。至２０１０年，南充市有特殊教育学校７所，
在校学生１４４人，确保了残疾儿童入学达到８０％
以上，巩固率达到９５％以上，同时，每个县 （市、

区）确定了特殊教育随班就读试点校。

{|

　南充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始于西
周。西汉时，落下闳在阆中从事天象观测研究，后

到长安，制造 “浑仪”，比张衡的 “浑天仪”早一

百多年。东汉时任文公父子，三国时周群祖孙在阆

中从事天文、气象观测研究。唐代天文学家、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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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袁天罡、李淳风先后定居阆中，建观星台，改

进浑天仪。清代，南充成立农业试验场，推广农业

嫁接技术。民国时期，南充建立农业推广所，开展

农产品品种改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１９５１年，南充广泛开展卫生知识宣传教育。
１９５８年地、县科委相继建立，召开科技大会，掀
起技术革新热潮，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不断涌

现。电力、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始开发和利用，种

植业推广优良品种，普及化肥、农药，教育、医疗

卫生、邮电、交通等社会事业科技不断发展。

１９７６年至２００３年，南充贯彻执行 “经济建设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的指导方针，组织动员全市科技力量，大力实施科

教兴市战略。民营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涌现；农业抓

改制、调结构，培育新品种，推广新技术，１５项
农作物新品种在国、省区域中名列前茅；教育、医

卫、电信、建筑、环保、交通、广电等社会事业科

技得到迅速发展；大批科技成果得到转化应用，科

技成果转化百亿工程受到省政府表彰奖励。顺庆

区、蓬安、营山等县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

县。１１４８项专利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或国际领
先水平。２００４年后，南充以实施科技项目为支撑，
大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南充汽车汽配产

业集群和丝纺服装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大力

实施技术创新引导工程，以全市１０户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为重点，实施大企业科研促进行动，突出抓

好全市制造业信息化示范工程。深入实施科技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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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重点打造南充蚕桑丝绸产业，着力解决关键

共性技术，延长产业链。加强科技特派员工作，坚

持把科技特派员工作作为全市科技服务民生行动的

重要抓手，鼓励科技特派员将技术、资金、信息、

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导入农户，与企业、协会、专

业大户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组建粮

食丰产、蚕桑、优质水果、畜禽健康养殖和现代节

水农业技术等农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将科研做

到田间地头，让成果惠及千家万户，推广 “人才

＋项目＋资金 ＋效益”的运作模式，促进先进成
熟的农业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辐射带

动项目示范区依靠科技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抓好学校知识产权教育示范工作，培养学生科技创

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推进 “雷雨”、 “天

网”专项执法行动，维护专利权益，以食品、医

药、建材、汽配、高新技术为重点领域，以流通环

节的商品集散地、展会、商场等为突破口，认真组

织开展打击恶意侵权、群体及反复侵权、假冒他人

专利和严重的冒充专利行为，打击假借专利转让、

专利评奖的诈骗行为。２００９年以来，大力实施科
技项目推动战略。着力抓好科技园区与基地建设。

成功争取南充汽车汽配、丝纺服装产业园和阆中农

产品加工产业园区被确认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阆中工业园被确定为省级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成功将顺庆、嘉陵、南部、西充农业科技园区打造

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顺庆大百合农业园区申

报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稳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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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积极引导企业由传统型向科技型、科技型向高

新技术型、高新技术型向高新技术产业群转化。以

组建 “三大科技中心”为载体，促成市政府与苏

州大学合作签署了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南充研

究中心的协议，经省科技厅批准在南充成立了川东

北科技培训中心，经四川省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

中心批准在南充成立了四川省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

务中心川东北分中心。充分利用南充驻市高校和科

研院所多、科技人才多等科技资源优势，积极搭建

了产学研合作的 “蚕桑丝绸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和 “慈竹综合开发技术创新联盟”创新平台。

２０１０年，南充有科研院所１２所，有３７项优秀科技
成果获得国、省、市奖励。认定登记技术合同５５２
项，技术交易金额达２５亿元。专利申请量达５１６
件，专利授权３５８件，实施转化６３件，实施产值
７０８亿元，实现利税 １０５亿元。积极组织申报
国、省重点科技项目１８０项，有８６项立项，获无
偿项目资金２５００余万元，落实科技贷款２３亿元。
１３户国、省高新技术企业实现销售收入１５１０亿
元，利税１７亿元。

)}

　西周时期，阆中一带即有巴渝舞出现。
唐宋时，民间歌舞戏曲、琴棋书画等文艺活动普遍

开展。明清时，南充文化日益发展，具有川北山乡

风味的民间歌谣、舞蹈、灯戏、木偶、皮影、雕

刻、剪纸等蜚声艺林。民国 １０年 （１９２１），南充
县民俗教育馆成立，内设图书馆。民国 ２１年
（１９３２），南充出现无声电影院。民国 ２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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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建立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新文艺活动
在南充城乡掀起，新歌剧、活报剧、漫画、歌舞等

群众文艺宣传活动极为活跃。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群众文化活动普及开展，一
大批具有川北地方特色的民间歌曲、舞蹈得到发展

整理，文化园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文化大革

命”中南充文化遭受重创，传统戏剧、川北皮影

芳踪难觅，文艺创作停滞不前。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复苏和繁

荣，民族优秀文化得到了弘扬光大，一度销声匿迹

的川北灯戏被邀进入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

出。濒临灭绝的川北大木偶参加国际木偶艺术节，

被誉为 “东方艺术的冠冕”。几乎失传的川北皮影

到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表演，轰动欧洲。川北剪纸

以奇险的刀法、精美的造型闻名全国。南充文化艺

术创作十分繁荣，一大批作家、剧作家、书画家、

作曲家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作品。作家魏继新创作的

中篇小说 《燕儿窝之夜》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

小说奖，并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改编的同名

电视剧获 “飞天奖”。作家李一清创作的中篇小说

《山杠爷》荣获 “巴蜀文学奖”，改编成电影后，

轰动全国，先后获 “金鸡奖”、“华表奖”，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改编成川剧后，获文化部第三

届 “文华奖”第一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社区、
校园、企业、军营等城乡群众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农村争创 “先进文化县、乡”活动积极开展，各

具特色的 “特色文化之乡”不断涌现，其中仪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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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 “三乡”文化 （剪纸、篆刻、书法）尤为突

出。城市群众文化活动围绕经济建设和满足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开展地、县两级组织的各类会

演、调演、音乐会、联欢会、歌手大赛、歌舞比

赛、美术、书法、摄影展览、歌咏、演讲、时装模

特大赛以及节庆活动中的街头文艺表演、大型文艺

演出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全市除公共图书馆外，驻

市各高校图书馆、厂矿图书馆、中学图书馆 （室）

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图书馆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

兴旺景象。外地专业和民间演出团 （队）到南充

演出频繁，游艺、网吧、音像制品销售等管理步入

规范化、正常化。２００６年，南充在创建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中，编排演出了大型川北风情歌舞剧

《嘉水绸韵》。这台歌舞剧以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

汇聚了嘉陵江奇山异水孕育的川北民间文化元素和

千年绸都的文化宝藏，摘取了嘉陵江沿岸最具代表

性的文化印象，全方位的演绎了嘉陵江独特而博大

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充分展示了嘉陵江畔南充

这座丝绸之城的风韵。２００７年，在相如古县建县
１５００周年之际，蓬安县编排了大型歌舞剧 《相如

长歌》，这台歌舞剧以史诗般的结构，用歌舞演绎

故事，表现了司马相如的少年壮志，大赋惊天的文

学伟业，传奇浪漫的凤凰琴缘，自强自立的当垆卖

酒，忧国忧民的风雪夷道，魂牵梦绕的故乡情怀，

立体塑造了一个大情大义、大爱大恋、大赋惊天的

司马相如艺术新形象。２００９年３月，“嘉陵江大讲
堂”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开讲。７月，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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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 （南充）第一届嘉陵江合唱艺术节。２０１０
年，成功举办了中国南充嘉陵江灯戏艺术节和中国

（南充）第二届嘉陵江合唱艺术节。全市有文化经

营单位３８８４家，从业人员２１３０５人。有艺术表演
团体７个，文化馆１０个，文化站４１７个，公共图
书馆８个 （藏书９３６１３３册），博物馆５个，文物保
护管理机构１０个，文物保护单位２２９处，文物藏
品９０６６件。

~z

　南充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以武术闻名。清
代，顺庆府、保宁府所辖各县城区有大操场、箭道

子、武考棚等，作为练兵和武考场所。清末，近代

体育项目传入南充。南充各学校开展田径、体操等

竞技体育项目教育。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驻防南充川
军在各县修建了公共体育场。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后
期，南充竞技体操项目日趋齐全。南充解放后，人

民政府推行广播体操，实施 《劳卫制》锻炼，掀

起群众性体育锻炼热潮。１９５１年４月，南充举行
川北军区首届运动会。１９５６年，南充修建了灯光
球场。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南充１２４名运动员参加四川
省第二届运动会，获金牌４枚、银牌３枚、铜牌２
枚，破省纪录 ４项，总分名列全省第八位。１９５９
年，侯文蓉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获手球比赛第

二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群众性体育和竞赛活动
因三年经济困难受到严重影响。“文化大革命”开

始后，业余训练和体育活动一度停止。１９７２年，
各项体育活动和业余训练逐步恢复。１９７４年６月，
南充组团参加四川省第三届运动会，获金牌７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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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牌６枚、铜牌３枚。１９７５年３月，何勤参加全国
第三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获女子少年组团体赛亚

军。１９７８年，刘平参加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乒乓球
比赛，为南充夺得第一枚世界金牌。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社会体育日趋活跃，不仅中青年，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也参与各项体育锻炼，单项体育协会陆续建

立。１９８５年，南充市体育场落成。１９８９年，地区
体育馆竣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 《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的贯彻和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

实施，全民健身运动及农村体育、老年体育、残疾

人体育、社区体育、节日体育、职工体育等蓬勃发

展。竞技体育实现重大突破，１９９２年 ８月，张山
出征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夺得男女混合飞碟双向射

击比赛冠军。９月，高寒在古巴参加世界杯田径比
赛，获女子４１００米金牌，为四川省赢得第一块世
界田径金牌。同年，赵晓莉在波兰参加国际协会杯

皮划艇比赛，获女子双人 ５００米冠军。１９９５年，
南充高中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全国培养体育后备

人才训练基地。１９９６年，南充市西山运动场建成，
是年，成功承办了四川省第八届运动会。２００３年，
南充市体育场竣工。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贾童连续
夺得多站国际泳联跳水大奖赛女子１０米台双人冠
军、世锦赛双人１０米台冠军、女子双人１０米台冠
军，成为世界杯和世锦赛双料女子双人１０米台冠
军。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上，王娜获花样游泳铜牌。
２００９年，在全国第十一届运动会上，有１４名南充
籍选手参赛，获得金牌二枚、银牌二枚、铜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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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排名全省第三，是历届全运会参赛人数最多，

取得成绩最好的一次。同年，南充认真抓好全民健

身活动，举办了２００９年元旦万人长跑活动、２００９
年元旦冬泳比赛、２００９年春节假日体育大会、“三
月三”登西山系列活动等。组队参加四川省第三

届 “城市杯”男子篮球比赛、全国无线电测向锦

标赛、全国青少年毽球锦标赛。参加了全国秧歌、

腰鼓比赛、全国象棋比赛、中国门球冠军赛。２０１０
年，全市有业余体校 ８所，各类运动场地 ２３个，
有二级运动员４３人，二级裁判员１４６人。全市由
群众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并且相对稳定的晨练、晚练

站 （点）４８６个，活动人数２万余人。
��

　清代，南充用中医药治病济人。清光绪
年间，外国教会在南充各县县城设立教会医院，西

医西药传入南充。在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文化

等制约下，南充卫生事业停滞不前，民众健康难以

保障，到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人均寿命只有３５岁。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南充城乡开展除 “四害”、讲卫生

的爱国卫生运动，组建卫生防疫网络、开展疫情报

告和妇幼保健；建立公费医疗，实行劳保医疗。初

步形成卫生防疫、医疗预防的人民健康保护体系，

钩虫病、蛔虫病、疟疾等疾病的流行与传播得到遏

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南充在农村大力培训 “赤脚

医生”，推行合作医疗，健全农村三级卫生网，调

整城乡医疗机构布局。大专院校医学毕业生分配

时，向农村区级医院倾斜，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医

疗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南充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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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频繁，地区和各县 （市）及时组织救灾防疫医

疗队深入灾区和疫区，开展卫生防预和医疗救护工

作，保护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

疫。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各县 （市）中医院独立

建置后，为把振兴中医事业落到实处，南充地区各

县 （市）成立了振兴中医领导小组，落实中医政

策、评定技术职称、鼓励老中医带徒、调动中医中

药人员的积极性。全区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

合的三支医疗卫生队伍，全区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

高。至１９８５年，全区人均寿命６４９岁。１９９３年至
２００２年，市委、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卫生改革与

发展的决定》，制定了进一步加强全市卫生工作的

一系列措施，南充卫生产业结构在战略调整中升级

优化，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通过贯彻

《传染病防治法》、 《食品卫生法》等卫生法律法

规，全市人民的卫生法制观念增强。坚持不懈贯彻

“预防为主”方针，继 “天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
消灭后，霍乱、疟疾等多种传染病在全市基本被消

灭或有效控制，全市传染病发病率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多数疾病长期实现 “无病例发生状态”。２００３
年 “非典”发生后，南充全面推行 “非典”防治

属地化管理，取得了显著防治成效。２００４年后，
南充稳步推进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体制改革，构建

公共卫生体系框架，建立了疾病控制的三级网络，

对常见传染病、地方病、食物与职业中毒等的监

测、报告和应急处理网络落实到农村。全面推进农

村卫生事业改革，乡镇卫生院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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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改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加大农村卫生

投入力度。规范乡村医生执业活动。对乡村医生进

行注册，强化了对乡村医生队伍的管理。大力加强

疾病控制和预防保健工作，及时、有效地处置发生

在农村中小学校的腮腺炎、流感、麻疹、风疹、水

痘、甲肝等暴发传染病疫情；加大了性病、艾滋

病、肝炎、结核、流脑、脊灰等传染病的防治与疫

情监测管理。狠抓计划免疫 “四苗”接种工作，

确保了人民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进一

步加大卫生执法监督工作力度，积极推行食品卫生

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实施 “食品放心工程”，集中

开展学校食品、消毒用品、旅游景点、餐饮业卫生

等食品卫生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加大整

治医疗美容、医疗广告、一次性医疗器械等方面的

违法违规行为。２０１０年，全市有医院７７所，其中
公立医院３５所，民营医院４２所，国家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２所 （南充市中心医院、川北医学院附属

医院），三级乙等专科医院 １所，中医医院 ９所，
妇幼保健院１０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７个，社区
卫生服务站８４个。每千人拥有床位数２６张、卫
生技术人员２３１人。南充卫生资源总量在全省居
第２位，南充市医疗卫生行业跻身全省卫生强市。

【高等院校】　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９月，私立
川北文学院在南充成立。至２０１０年，南充有西华
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川北医学院、西南交通

大学希望学院、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南充广播电视

大学、南充市职工大学等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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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年，南充成立私立川北
文学院。１９５０年夏，川北行署决定将私立川北文
学院并入私立川北大学，在南充市小西街成立公立

川北大学。１９５２年，川北大学改名四川师范学院。
１９５６年７月，学院本科部分迁校成都，仍名四川
师范学院，专科部分留南充办师范专科。８月 ２５
日，南充师范专科学校正式成立。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８
日，南充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南充师范学院。１９８９
年１月，南充师范学院更名为四川师范学院 （原

在成都的四川师范学院已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

２００３年４月，四川师范学院升格为西华师范大学。
２０１０年，学校有２３个二级学院，涉及经济学、法
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

管理学、艺术学十大学科门类的 ５５个本科专业
（运动训练为教育部批准的单招专业），建设有７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１门国家级精品课程、１个国
家级教学团队、１６个四川省特色本科专业、７个省
级教学团队、４１门省级精品课程。有四川省重点
学科９个，四川省重点实验室１个，省部共建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１个，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４个，
部省共建基础实验室４个，四川省高校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３个，有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３个，校级研究机构 ２９个，博士后工作站 １个。
学校有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１３个，覆盖二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９４个，有６个学科联合培养博
士研究生。学校有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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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公开出版刊物。学校有在职教职工 ２３７２人，
专任教师１６１５人，其中教授 １９３人，副教授 ５１４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２１２人，博士生导师 ６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２５３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２１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１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成员１人，全国
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１人。在校全日
制本专科学生、研究生３１４５９人。

�!����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日，在南充成
立四川石油学院，１９７０年，更名为西南石油学院。
先后隶属于石油工业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２０００年，西南石油学
院划转到四川省，成为中央与省共建，以四川省管

理为主的高校。２００１年，为扩大办学规模，学院
在成都市新都区征地８００余亩建设新校区，形成了
南充、成都两个校区。２００５年，西南石油学院升
格为西南石油大学。２０１０年，学校有１７个教学院
（系、部），学科专业涵盖理学、工学、管理学、

经济学、文学、法学及教育学 ７个学科门类，有
５５个本科专业，８个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１６个
四川省特色专业，１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３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１５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一级学科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全国
学科整体评估中排名第一，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在２００５年评为 “全国优秀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有４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２４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１７个一级学科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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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７８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４种
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和８个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
位授权学科专业。有３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全日
制在校学生２６８００余人，其中普通本科生２０３００余
人，硕士研究生 ２８００余人，博士研究生 ６０１人。
另外有在职工程硕士研究生 ７７０余人。有教职工
２２４０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４８２人，有正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人员１９４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４８６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１人，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３人，长江学者１人，“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５人，四川省学术
和技术带头人１７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４８人，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３５人，博士生导
师７６人。拥有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教育部石油天然气装备重点实验室、天然气

开发工程研究中心、油田化学工程研究中心，四川

省天然气开发与开采研究实验基地、天然气发展研

究中心等４４个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横向联
合研究中心。在四川峨眉和重庆北碚建有两个野外

地质实习专用基地，在南充建有占地近百亩的高新

技术产业基地和学生实习基地，在成都市建有科技

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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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１年，在南充成立川北医士
学校，１９５２年，更名为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１９６５年 １１月，改制升格为南充医学专科学校。
１９８５年５月，升格为川北医学院，胡耀邦题写校
名。２００３年６月，学院在高坪区征地１０００余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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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形成占地总面积１２００
余亩的 “一校两区”格局。２０１０年，学院以医学
学科为主体、临床医学为基础、医学影像学为特

色，医、理、文、管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医学院校。

学科门类涵盖医、理、文、管四大学科，有临床医

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学、预防医学、口腔医

学、麻醉学、护理学、中西医临床医学等１３个本
科专业。其中，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学、眼视光

学和麻醉学专业为四川省特色专业，医学影像学专

业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学科。有４个硕士学位授权
点，１个联合培养博士点，１个国家中医药重点专
科，１个省级重点学科，１个省级重点实验室，９
个省级医学重点学科，９门省级医学精品课程；设
有５个基础医学实验中心，８个临床医学专业教学
实验室，１个临床技能培训中心，２个省级本科人
才培养基地。在校生１４０００余人。学校拥有２所附
属医院、７所非直管附属医院以及５７所本科临床
教学 （实习基地）医院 （其中三甲医院３３所、三
乙医院６所）和２０余个非医学专业实习基地。学
院拥有８００余名专任教师，其中具有硕士、博士学
位约５００余人，教授、副教授超过３００人，留学归
国学者、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及省部级

学术技术带头人近百人。学院先后建成科研所

（室）７个，有６个实验室分别通过国家中医药科
研二级实验室、四川省高校重点与重点建设实验室

认证，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科研工作平台。

学校已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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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所高校或教育、科研机构建立有合作关系，２００５
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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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７日在
嘉陵区于陛路成立。学院充分利用西南交通大学百

年名校的师资优势和学科专业优势，注重学生的专

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培养人才。学院拥有现代化的教学、科研、体育运

动和后勤生活设施，有现代化多媒体教室，建有物

理、工程测量、工程力学、电工电子、计算机、经

济管理、建筑材料等实验室和计算机中心。２００９
年，学院面向四川招收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物流工程、会计学、市场营销、工程管理６个
专业１２个专业方向普通本科学生１８００名，２０１０年
面向全国招收普通本科学生１７２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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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４月，经四川省
人民政府批准，由原南充教育学院、南充农业学

校、四川省水利经济管理学校、南充工业学校合并

组建南充职业技术学院。２０１０年，学院有占地面
积６７３亩的４个校区，教职员工５７７人，各类在校
学生１０２６５人，其中全日制学生６５９０余人，实行
院系两级管理，设置８个教学系 （部）。学院以全

日制普通专科教育为主，兼顾成人专科学历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和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以及其他各种专

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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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四川省广
播电视大学在南充建立工作站。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成
立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南充分校。１９９４年，更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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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南充广播电视大学 （简称南充电大）。南充

电大设有清华远程教育研究生、成人专升本、成人

大专、开放本专科、普通专科、高职、初中起点三

二分段、直升高职、普通中专、成人中专等学历教

育；设有公务员培训、国家计算机、英语等级考

试、计算机培训、就业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燎原

教育等非学历教育。２００２年春开始招收三个专业
方向的研究生，四个专业方向的本科生。２０１０年，
学校管理工作覆盖顺庆、高坪、嘉陵、蓬安、营

山、仪陇、阆中、南部、西充九县 （市、区）２０
多个教学点，有在校生６０００余人。学校有专兼职
教师１９０余人，建立了专兼职教师队伍、科研队
伍、现代教育技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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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６年在南充成立南充市
职工业余大学，１９８４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
成为独立建制的成人高等学校，１９９３年更名为南
充市职工大学，是四川省工会系统两所成人高校之

一，也是川东北地区唯一的一所职工成人高校，承

担成人本科、专科和中专层次的学历教育。学校有

专职教师４２人，兼职教师５０余人，专职教师中高
级职称７人、中级职称３１人。开设的专科主要有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法律事务等１１个专业。２０１０
年，学校有在校生１８６５人。

【人民生活】　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２０多
年来，南充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购

买力日益增强，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发

生了极大变化。据抽样调查，２００５年，农民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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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收入为２６４６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７７６４
元，较 “九五”末期的 １９９５年分别平均年递增
１１５％和９０％，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３５５６２
亿元，人均为 ４８７９元 （１９７８年人均存款不足 ５
元），居民潜在购买力明显增强。城镇居民人均年

消费支出为６１６３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为
１９６６元。居民消费趋势由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等旧 “三件”为主发展到普及电视、冰箱、洗衣

机新 “三件”为主，且现已转向房屋装饰、高档

家具、空调、信息产品及家用汽车等高层次消费。

随着休闲时间的增多和经济条件的宽裕，旅游已成

为南充人的新时尚。住房也越来越宽敞和漂亮。

２０１０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２６３８元，人
均消费支出９６３４元，其中食品支出４３７８元，衣着
１２０２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７１２元。平均每百户
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全市样本）：家用汽车４
辆，洗衣机 ９３台，空调器 ８５台，电冰箱 ８５台，
彩色电视机 １２７台，家用电脑 ３４台，照相机 １７
架，沐浴热水器８９台，微波炉２７台，固定电话７１
部，移动电话１５５部。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３３
平方米，高档社区、别墅、电梯公寓陆续出现。教

育、文化、旅游、娱乐性开支增长，吃向多元化、

穿向潮流化、用向高档化、住向舒适化，行向快捷

化方向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为４８１４元，人均消
费支出３３７６元，其中食品支出１８０６元，衣着１７８
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１７８元。消费趋势由自行
车、缝纫机、手表等旧 “三件”为主发展到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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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洗衣机新 “三件”为主，通讯等信息技术

类产品消费从无到有，人均居住面积达３５平方米。
耐用消费品也逐步向中、高档发展。每百户农民拥

有摩托车 １７辆、洗衣机 ３７台、电冰箱 ２０４台、
彩电８５台、黑白电视机 ２６台、固定电话 ６２部、
移动电话８６部，大部分家庭接入了有线电视网，
空调、吸尘器、微波炉、电脑等高档品陆续进入农

民家庭。

重要活动

【南充人留法勤工俭学】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
春，蔡元培、吴玉章等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６
月，吴玉章返川在成都发起四川留法俭学会，得到

张澜等人的支持与赞助，赴法青年日渐增多。民国

７年 （１９１８），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四川
全省有５１１人赴法，为全国之冠。民国８年至民国
９年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南充有３３人赴法，是全省最
多的地区之一。这些青年赴法后，经过几年做工、

学习和社会实践等活动，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法

国期间，大部分人曾参与 “反饥饿”、 “反对中国

向法国秘密借款”、“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等爱国

活动。先后参加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

来大都转为中共党员）。南充留法勤工俭学青年中

的吴季蟠 （南充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川北支部

的建立者）、林修杰 （赣北根据地开辟者）、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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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新中国成立后煤炭工业战线的领导者）等是

典型代表。

【张澜南充创办实业教育】　张澜曾为家乡南
充的教育事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张澜在南充兴

办教育始于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是年，张澜由北京
返回南充，在南充创办了南充县立中学校、实业学

校和果山蚕业社。这些学校均实行半工半读，学生

一边学习课本知识，一边栽桑养蚕缫丝，学生毕业

后回乡参加生产。

民国１０年 （１９２１），张澜担任南充县立中学
校长和端明女子中学校长。张澜办学讲究实用，注

重培养技术人才，各专业班均有实习场所。他在

《南充之实业自治》一文中说 “南充教育的根本计

划，不专是注重教育，实在是倾向实业，是要把教

育的基础建筑在实业上面。”

张澜办学，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他主

张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有所建树，应当为国为民做

出一番事业。他对学生说 “你们革命，一定要把

书读好，一个没有本事的人，革命也革不好的。要

革命必须要有各方面的才能和本领。你读好了书，

有了地位，在革命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张澜

希望学生思想进步，能作为敢想敢闯的斗士。

张澜除改革学制和教学内容外，特别注重马克

思主义的传播，提倡思想自由和革命实践。张澜回

南充后，首先邀请的是袁诗荛、张秀熟、吴玉章

等，当时他们都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四川共产党

组织早期的创建人，有名的教育家。由于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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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学校的政治空气非常活跃。由于教育与生

产相结合，学生家长都很满意。不少学生由很远的

地方来南充求学。

在全国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张澜的不懈

努力下，马列主义新思想、新风尚在南充这块贫瘠

的土地上，得以传播、扎根、开花、结果。南充中

学的改革，大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唤起了

广大青年学生对国家民族的关心，掀起了追求真

理、追求新知识的热潮。不少师生纷纷走上革命的

道路，成为惊涛骇浪中的中流砥柱，改变中华民族

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罗瑞卿、任白戈等

很多进步学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青少年罗瑞卿在南充反对“佃当捐”】　民国
１２年 （１９２３），罗瑞卿考入著名民主革命家张澜创
办的南充县立中学。他在学校里阅读到了 《新青

年》、《向导》等许多革命进步刊物，使他更加关

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罗瑞卿常与同学一起议论国

家大事，他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

个有知识的青年，应该为振兴国家效力。”

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南充爆发了反对军阀征
收 “佃当捐”的斗争。罗瑞卿在这场斗争中，表

现特别突出。当时四川正处于川滇、川黔军阀混战

时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驻南充军阀何光

烈在苛捐杂税多达二十几种的情况下，又以扩充军

饷为名，加征 “佃当捐” （亦称 “典当捐”，即老

百姓在极其困难时，去当卖衣物、典当田地，也要

缴纳一定的税款）。激起南充各界人士的强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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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激起了南充进步师生的愤慨。南充县立中学

进步师生组织了４个抗捐队，于５月１０日分别到
东、西、南、北路各场镇，动员民众反对征收

“佃当捐”。罗瑞卿、邓德光带领东路抗捐宣传队

５０人，赶到会龙场。得知东路征收委员秦童怀在
茶馆里与乡长、团总策划征收事宜。罗瑞卿带领几

名同学机警地走进茶馆说 “请问谁是何师长派来

的秦委员？”秦童怀头也不回地说 “有事去找乡公

所办理，找本委员干啥？”罗瑞卿使了一个眼色，

同学们拥上把秦童怀按在牌桌上，用柴块一阵狠

揍。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罗瑞卿登上茶桌讲演。

农民听说反对收 “佃当捐”，都拍手拥护，齐声高

呼：“打得好！打得好！”在抗捐宣传队和广大民

众的反对下，各路收捐委员收取 “佃当捐”的行

动被迫取消。

【震惊全川的顺泸起义】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
７月，北伐战争拉开了序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进
入了高潮。为了配合北伐战争，杨?公、朱德、刘

伯承、吴玉章等于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１２月初领导
和组织了著名的四川顺 （庆）泸 （州）起义。

起义前，中共重庆地委召开了 “革命军事会

议”，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

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任副总指挥兼第１路司令，
秦汉三为第２路司令，杜伯乾为第３路司令，４、５
路由泸州方面的部队组成。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

委会，由杨?公任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１２月１日上午，泸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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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发动了起义。１２月３日下午４时，顺庆起义
爆发。随着南充县城隍庙处一声枪响，秦、杜指挥

部队向学院街何光烈师部进攻，一部分解决反动军

官，一部分控制城门及街道。何光烈见大势已去，

当晚令随从纵火焚烧学院街、正南街、大东街和黉

墙街，趁混乱之机化妆只身逃出顺庆。次日，起义

部队控制了顺庆城。９日晨，刘伯承率部到达顺
庆。１２月１０下午，由刘伯承主持，黄、秦、杜３
路起义军７０００多人与顺庆各界人士在果山公园举
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暨军民联欢会。会上，总指挥

刘伯承和各路司令正式宣誓就职。１２月１３、１４日
李家钰出动８个团，分３路反攻顺庆城。１５日晨，
起义军向李家钰部展开反击。刘伯承亲赴前线督

战，并在西山白马庙设立炮兵阵地。起义部队占领

了大小老君、插旗山、紫福观、二郎庙、栖乐山等

险要制高点。在起义军浴血作战的时候，南充人民

纷纷组织起来，冒着枪林弹雨，给起义军运送粮

食、弹药，救护伤员。农民自卫军扛着刀矛火枪，

赶向顺庆城。但就在此时，秦部戴宗勤连突然火线

倒戈，起义军阵地出现缺口，形势急转直下。罗泽

洲部伺机于１２时冲进城内，抢占了总指挥部。李
家钰部也乘机发起反攻。起义军被迫节节后撤。刘

伯承在西山冒着危险指挥预备队顽强阻击敌兵，掩

护大部队向东北方向转移。夕暮时分，总指挥部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转移到开江县休整。历时５
个多月的 “顺庆起义”，在各路军阀的围攻下，终

告失败。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１月下旬，刘伯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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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泸州，指挥泸州保卫战。４月，四川军阀和贵州
军阀组成联军，分数路扑向泸州，刘伯承领导泸州

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最后在弹尽粮绝和处

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撤出泸州，泸州起义失败。

顺泸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 “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独立

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光耀史册的升钟寺起义】　民国 １９年
（１９３０）冬，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发动升钟寺起义。
随即中共阆南县委进行升钟寺起义的组织准备。到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夏，升钟寺一带党员发展到
１００多人，农协会员发展到８０００多人。中共阆南
县委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升钟寺起义，组建了

７４００人的游击大队作为起义的武装力量，由张友
民任大队长。张友民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弄到一批

枪支弹药，同时又发动群众造火枪、大刀、长矛、

并刻了印章，绣了红旗。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１１月， “川边剿匪督办”
田颂尧为了筹集与四川军阀刘文辉开战的经费，不

顾当年旱灾粮食歉收，急令在南部预征民国四十九

年、五十年粮税，限在一周内缴清，逼得农民群众

忍无可忍。中共阆南县委向中共南充中心县委请

示，决定提前起义。１１月中旬，中共南充中心县
委决定， “立即爆发南部升钟寺起义战争。”中共

四川省委巡视员覃文、南充中心县委军委书记罗敏

等赴升钟，配合张友民等人领导发动升钟寺起义。

并布置南充西区、苍溪、岳池、渠县、盐亭、潼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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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军事力量，发动农民游击战争，以配合升钟

寺起义。

１１月２３日，由张友民任总指挥、覃文任政委
的起义总指挥部成立。２５日晚，万名起义队伍从
四面八方向升钟场汇集，分三层包围在升钟寺附近

的山头、要道、隘口待命。深夜，总指挥部的起义

信号灯亮了，突击队员猛攻敌营房，夺了军械库枪

支弹药。满山遍野的起义队员、农民协会会员遥相

呐喊，鸣锣助战。午夜，战斗胜利结束，共俘敌

２００余人，缴获枪支 １８０余条，子弹数千发，衣
物、被盖、粮食无数。起义总指挥部随即集中队

伍，临时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成立了升钟寺苏维

埃政府，公布了 《分粮条例》，公审、枪决了区长

杜廷直、团总何节斋等 １８人。２６日拂晓，张友
民、覃文等率起义队伍开向铁炉寺整编，并正式打

出 “川北工农红军”旗帜，将队伍编成一个大队

三个中队，成立总指挥部，由张友民任总指挥，覃

文任政治委员。２７日，总指挥部移驻蒙垭庙，川
北工农红军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一面深入到附近各

场镇宣传 《土地革命纲领》，在升钟、搭皂角、向

家坝、杨家坪、凤鸣、苟家沟等地，发动群众打土

豪、破仓分粮，革命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升钟寺起

义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国民党南部县政府

急派保安团和建兴场、流马场各处民团设防堵截，

将全县壮丁齐集城区以保县城，又立即发电请保

宁、剑阁、苍溪、潼川派兵合围。田颂尧电会阆

中、南部、剑阁、盐亭等 ７县驻军和保卫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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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余人立即前往围剿。１２月１日，罗乃琼师１
营率援军２０００多人，向游击队大举进攻。守卫这
一带山上的赤卫队、农协会，装备低劣，枪弹缺

乏，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一些山头逐步被敌人占

领。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在观音场、香柱山、金子

垭、蒙垭庙、铁罗寺等地与敌人进行了艰苦激烈的

战斗，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但终因兵力分散、火

力不强，伤亡较大，各大队战斗先后失利。１２月２
日，总指挥部分析了战场形势，决定化整为零，分

散突围。张友民、覃文等领导部队相继撤离升钟寺

地区，升钟寺起义遂告失败。升钟寺起义虽然失败

了，但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川规模最

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

力在川北一带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阆 （中）苍

（溪）南 （部）及周围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促进

了人民武装革命的觉悟，为红四方面军的胜利入川

建立川陕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四川革命史上

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军战斗在南充】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１２
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入川解放了通 （江）、南

（江）、巴 （中）县，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民

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５月后，李先念、徐向前、许世
友等率领红军在南充相继发动了仪 （陇）南 （部）

战役、营 （山）渠 （县）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

等大大小小１００多次战役、战斗，取得了辉煌的胜
利。解放了阆中、南部、仪陇、营山、蓬安等县。

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在这些被解放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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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内先后建立了仪阆、苍溪、阆南、仪陇、长

胜、营山、阆中、德丰县、忠发市等９个县 （市）

的中共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了赤卫军、

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各县独立营、独立

团等地方武装。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南充苏区面积

达９３５０余平方公里，人口约２００多万，成为川陕
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共川陕省委的领导下，南充苏区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给农民分配了土地，极大

地宣传、发动了群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

悟。南充人民积极参军参战，配合红军取得一次次

反敌围攻的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南充有５万多优
秀儿女参加了红军 （包括后来被誉为 “伟大的共

产义主战士”的张思德），有４万多人在战场上流
血牺牲。苏区人民积极建党建政，努力发展生产，

支援前线，在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

成就，支持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南部的大批盐

井，保证了根据地军民食盐的需求。南部—阆中—

苍溪—苏区的地下秘密交通线沟通了党中央、中共

四川省委同川陕苏区的联系，为苏区输送了大批军

用物资、器材、情报和人员。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４
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北上抗日，踏上了艰

苦曲折的长征征途。

【南充和平解放】　南充是川北重镇，为了和
平解放南充，中央南充地下党组织在策动自卫总队

起义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民国 ３８年 （１９４９）８
月，王德刚接替李有钊出任县长兼 “南充县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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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总队”的总队长后，重新安排总队人事，张

恢先任副总队长，唐朴、李佐任总队副。张恢先对

国民党排斥异己早已不满，思想倾向进步。于是中

共南岳工委先后派地下党员李煜生、胡豫侯，民盟

成员林维干、王文彝，进步青年王化、王若痴、李

惠端，民革成员王林等多方做张恢先的转化工作。

张表示到时率部起义并保护、营救狱中中共党员和

进步人士。南岳工委还派中共地下党员林瑞生联络

西区自卫中队王平、唐继富共同做中队长林九华、

副中队长林树藩的工作，又通过林树藩做北城中队

长萧思义的工作，很快把他们争取了过来。专署保

安司令部军需主任李凡也愿意为地下党提供情报。

城内三个中队中有两个中队为地下党掌握。１９４９
年１１月３０日重庆解放，张恢先提出与地下党会
谈，中共组织安排李惠端、王若痴、王化与张恢

先、冷和薰谈判。谈判成功后，张恢先将每次在县

保安司令部、县党部、县政府召开会议的情报都即

时报告王若痴、王化。使中共组织能及时采取措

施，避免损失。１２月９日下午，地下组织得知保
安司令部 “处决政治犯”的消息，王若痴、王化

立即找张恢先研究营救办法。决定由张恢先与林维

干、王文彝、王成章、王理丞一道向王德刚提出撤

走保安司令部。为了南充的安全，要求把维持社会

治安、监狱警卫交自卫队负责。张还要王给自卫队

写手令从狱中提走政治犯。王迫于形势，样样照

办。南岳工委当即决定由胡豫侯率部分游击队员潜

入河东江村坝配合城里行动。当晚仁和乡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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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东海带领几位同志化装进城，做监狱看守的工

作，动员他们认清时局，反戈一击，配合张恢先营

救被关押的 “政治犯”。张恢先得到县长手令后，

派出一得力中队和警察集训一大队进监狱提人。监

狱代理典长汪注见提人手令不是专署开的，拒绝提

人，当即被击毙。他们救出了贾可立、李继伯、赵

树人、李文煊、文德颂、刘廷佐、杨杰、张光烈、

张崇古等九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当保安司令部

去监狱提人时，发现监狱周围早已戒备森严，不准

通行。他们得知形势变化，当晚便从北城向西充方

向仓皇逃命。１２月５日，解放军二野三兵团三十
二师九十四团奉命攻占南充。１２月９日中午，解
放军即抵世阳，俘虏国民党军５０人。继而分头向
大通、大树桠、木老进发，于下午６时逼近南充县
城，控制了西山制高点。副师长涂学忠了解了南充

城内的情况后，决定智取。于是，令一营控制城

南，堵敌南逃之路；三营和直属连控制西山，截断

西逃的敌人；二营营长靳小瑞化装成敌军乘夜率部

分两路入城，二机连连长姚占元由南门进城，控制

南门；五连指导员韩忠孝率队由西桥入西门直插北

城，并秘密占领中渡口码头。在码头设下埋伏圈，

俘虏了从万县溃退下来的几批敌人，缴获了一批军

用物资，为歼灭城内敌人扫清了障碍。１２月１０日
晨，九十四团主力入城，汇同先头部队袭击并俘虏

了敌一一○师残部。天亮时解放军已全部控制了城
内，九十四团无一伤亡，俘敌６００余人，缴获汽车
３２辆和大批军用物资。张恢先亦宣布起义，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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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和平解放。

【胡耀邦主政川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
中央决定将四川省划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

四个省级行政区和重庆直辖市。川北区下辖南充、

遂宁、达县、剑阁４个专区、３５个县和１个直辖
市 （南充市），人口１７００多万，面积约９万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２４５０余万亩。８万多工业户中，除
南充丝二厂、丝三厂和阆中丝四厂外，９６８％是手
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区经济总产值的 １５％；
１５万商业户中，５３％是小摊贩；土地贫瘠，交通
不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困。１９５０年 １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任命胡耀邦为中共川北区党委

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

委员。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８日，胡耀邦率第十八兵团部
分干部和一个警卫连，从成都出发到川北中心城市

南充上任。由于公路多被国民党溃败时破坏，２０
日黄昏才赶到南充。

到达南充当晚，胡耀邦不顾鞍马劳顿，连夜听

取川北临时工委负责同志的情况汇报。２１日至２４
日，他主持召开了全区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通过

了 《川北区初期工作纲要》，宣布正式成立中共川

北区委员会、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和人民解放军川北

军区。胡耀邦在南充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

发表讲话，详细分析了川北农业和工商业现状，引

导代表们正确认识时局的严峻性。他在会上充满信

心地说：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南充和川北这个烂摊

子，百废待兴，要办的事情很多，任务很艰巨，不

１０１



!" !#$"% "&' #'"%

$

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停滞不前，必须脚踏实地稳步

前进。代表们对胡耀邦刚到南充四天就如此熟悉情

况，深感惊讶，报之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振兴经济，重建川北，工作千头万绪，纷乱如

麻。胡耀邦牢牢把握住两条：充分发动干部群众，

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当时川北的各级干部，主要由

中共南下党员和川北地下党员两部分组成。对此，

胡耀邦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到１９５０年６月，就
有１０３１名中共地下党员脱产参加工作，相当一部
分同志担任了各级部门的领导。在放手使用 “南

下”和 “地下”干部的同时，胡耀邦还大力开展

统战工作，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上任不到半

个月，他就着手建立起区党委统战部，并亲自兼任

统战部部长。并明确电示各地委：应迅速建立统战

部门，部长由地委委员兼任，须设副部长一人，干

事若干人；五天内将正副部长名单电告区党委。据

川北老同志回忆，在胡耀邦主持川北工作两年多的

时间里，区党委先后召开过１７次统战方面的会议，
不管工作多忙，只要人在南充，他都要出席并讲

话，帮助解决统战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同时，胡耀

邦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大胆起用民主人士。在

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央人民政府与政务院正式任命的川
北人民行政公署 ２９名委员中，民主人士占了 １５
名。行署所属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文教、

法院、蚕桑等主要厅、局里，都有民主人士担任领

导职务。起义将领，原国民党第七兵团中将司令裴

昌会，则被任命为行署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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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党委积极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征粮、剿匪、减

租退押、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年３５岁
的胡耀邦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清醒地把握斗争

方向，一次次显示了思想的敏锐和政治的成熟。

在开展各种政治斗争的同时，胡耀邦一刻也没

有放松振兴川北经济工作。他亲自兼任川北财经委

员会主任，多次宣传他的观点，“哪个对建设、工

商不感兴趣，哪个就是对社会主义没有感情。”当

时，川北工商界人士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害怕财

产被没收，人被杀头，纷纷将财产化大为小，化小

为摊，坐商变行商，跟共产党玩捉迷藏。有的工商

业者干脆拒绝使用人民币，或索性关门停业，致使

物价无序波动，市场运行停滞。胡耀邦从筹组工商

界联络委员会入手，宣传党的政策，广交工商界朋

友，帮助解决劳资纠纷，从而成功地启动了市场，

活跃了经济。

为打破川北因交通落后造成的封闭，他仔细研

究了川北的地形，确定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公路

建设上，组织民工修路筑路。两年里，不仅修整了

被国民党破坏的公路，还新筑了由南充经蓬安到营

山，由阆中到苍溪，由巴中到南江沙河的公路，总

计达１６００多公里。同时还疏浚了川北区域内的嘉
陵江、涪江、渠江，使得近２０００公里的水路航道
畅通无阻。在解放初期南充的市政建设工程中，胡

耀邦也留下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１９５１年，他主
持高起点、高规格设计了南充城市建设的蓝图，构

建了南充的城市骨架，为南充发展成为大城市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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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南充的五星花园成为南充的城

市标志。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川北经济的轮子加速

旋转起来，生产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喜人局面。到

１９５２年，全区的粮食、棉花和蚕丝分别比１９４９年
增加了 １３２％、１５０％、１２０％；共投资 ５７０亿元
（旧币），扩建和新建了广元煤矿、嘉陵火柴厂等

３４个企业，扶持了龙潭造纸厂等１６家私营企业；
在２８个县建立了小电厂，使全区的发电量增加了
２００以上。

【朱德回故乡】　１９６０年３月９日，７４岁高龄
的朱德委员长及其夫人康克清同志在中共四川省委

书记廖志高陪同下回故乡仪陇视察。这是朱德离开

故乡５２年后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的故乡行。
朱德一行到仪陇后，首先来到马鞍中学。他对

前来迎接的县委书记打招呼：接待从简，不喝酒，

不抽烟，不吃肉，不给当地添麻烦。我是一个普通

老兵，能吃上故乡的家常饭就高兴。晚餐桌上，全

是青菜、豌豆尖、鱼腥草、红薯等，朱德吃得津津

有味，连连说 “好吃，好吃。”

晚饭后，朱德不顾一天的旅途颠簸劳累，召集

县委、区委、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座谈，重点听取

老百姓生产、生活情况。朱德问了二十来个问题，

都是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听完情况汇报后，

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仪陇是山区，有山林竹木，有山货药材，一定要根

据山区特点，多搞副业，广开财路。除了粮食，还

要抓好棉花、油料生产。多养猪，多喂鸡鸭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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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作为大事来抓。还要动员老百

姓在田边地角、河坡路旁多种树，比如桑树、果

树、茶树、白蜡树等。要搞好发展规划，定目标要

切合实际，不要搞一刀切、瞎指挥。办事要老老实

实，统计的数字要真实，遇事多和群众商量。”

朱德当晚住在马鞍中学。第二天早上６点，他
拄着拐杖从寝室走到操场边做体操。朱德自幼喜欢

体育活动，虽年过七旬，但身手依然敏捷，一招一

式标准有力。早饭是一个馒头，一碟泡菜，一碗稀

粥。饭后，朱德巡视了马鞍场，并走进了一座记忆

中非常熟悉的老房子，关切地询问房子主人的情

况。来到马鞍小学，朱德绕校园走了一周。校领导

汇报学校年久失修，地基下沉，墙面剥落，请求委

员长指示有关部门解决改建费用。朱德仔细地看了

看说 “学校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啊！我看可以

来个 ‘穿靴戴帽’，加固地基，翻盖屋顶，暂时渡

过难关，今后有条件再改建，好不好？”

从马鞍小学出来后，朱德专程到席家扁私塾旧

址看了看，并瞻仰了老师席聘三先生的墓地。回忆

起怀才不遇的秀才席聘三先生既向学生讲述 “四

书” “五经”，又向学生介绍屈辱的中国近代史，

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声泪俱下，激发了学生朴素的

爱国热情情境。

然后，朱德来到了旧居大坝，家人们都亲切地

围了上来。本家弟兄朱代良看到他身上穿着旧军

装，旧皮鞋，惊讶地说：“你做了那么大的官，怎

么穿这样一身回家呀？”朱德笑着说： “这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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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吗？穿衣服，不着凉就行。什么官不官的，我是

一个老兵。现在国家还穷，可不能讲吃讲穿哟。”

他叫堂弟、侄子们坐拢些。看看这个，摸摸那个，

关切地问 “年龄多大了？有没有存粮？都吃公共

食堂吗？一个月吃几次肉？”朱德又问 “你们为啥

看起来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来气？”堂弟直通

通地说 “还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朱德用拐杖猛

敲了一下地面，摇摇头说 “我知道了。”他看着大

家，脸色异常凝重。也许朱德感觉到可能有当地领

导在场，大家有难言之隐，于是兄弟间就用祖传下

来的广东 “客家话”拉家常 （朱德祖籍是广东韶

关，明末清初迁至四川）。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

已无从查证。但后来朱德回忆说 “在这里，我了

解到了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再这样办下

去，只有死路一条。”与亲友合影后，朱德健步登

上了药铺垭小学。这是他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５年读过书
的旧址。在柏林嘴朱德父母的旧居，他看望了一直

居住在此的亲属。进去后，朱德看见屋里陈放了一

些自己的照片和使用过的实物，对县委同志说

“不要办我的展览。如果社员不愿搬进去住，那就

把这个地方办成一所学校，让娃娃们念书，也节约

了开支。好不好？”后来，朱德到了南充和成都，

还特意打电话再次叮嘱 “关于那个陈列室，请保

留我的意见，办成学校。”县委遵从了朱老总的指

示，办成了一个村小的教学点。之后，朱德去凭吊

了父母的墓地。他对随行人员说 “我父母一生勤

奋、朴实、忠厚，是中国标准式的农民，对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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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很大。”朱德将几枝松、柏、柳枝插在父母墓

前，表达他无尽的思念和沉痛的哀悼。他扶着手

杖，长久伫立，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在返回的

路上，他一直都没有说话，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

中。

当天下午朱德到了县城。第二天早饭后，朱德

来到曾工作过的地方———仪陇县金城小学 （原县

立高等小学堂）。１９０８年，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
业后，到这里担任体育教师兼庶务。朱德虽然只在

这里工作过一年，但对学校的记忆犹新。他看见自

己当年栽的桂花树长得高大挺拔，仰望着树问师生

“桂花树开不开花啊？”大家抢着回答 “年年开花，

好香好香，整个校园都闻得到。”朱德欣慰地笑

了。然后他又与康克清同志一道去看了他当年住的

宿舍。在办公室，他详细地询问了师生人数、工资

情况、教学质量等情况，勉励他们好好教书育人，

争取又红又专，并欣然为学校题词，写下了 “为

共产主义培养新人”九个大字。然后与师生合影

留念。

在仪陇县城，朱德还深入到县农药厂、县化肥

厂、农机厂与工人促膝谈心。回到县委住地，又仔

细听取了县委的工作汇报，就农业、林业、水利、

交通等方面作了很多指示，特别强调要因地制宜，

为老百姓多办实事，不要搞花架子。

３月１１日下午，朱德结束了在仪陇的视察后
返回南充。１２日上午，朱德视察了南充师范学院、
西南石油学院、南充炼油厂、南充丝三厂、南充织

７０１



!" !#$"% "&' #'"%

$

绸厂、地委机关等单位，并分别听取了工作汇报。

１３日上午，朱德到南充市郊火花、新建公社视察，
与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交谈。在返回住地路过市中心

的五星花园处，朱德又与城镇居民、部分职工交

谈，了解情况。下午，朱德听取了中共南充地委工

作汇报。朱德希望地委按照中央、省委提出的要

求，因地制宜，发展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同时，

希望地委要关心群众生活，并就集体食堂问题专门

作了指示。朱德最后强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要加速农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山区生产。从实

际出发，适宜于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

律。” “生产发展了，文化娱乐和医药卫生事业也

要随着发展。”

【胡锦涛视察南充】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５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南充视

察，调研农业产业化、基层组织建设、农村人畜饮

水等工作，就加快革命老区建设、扶贫工作、“三

农”工作和建设好仪陇作出重要指示。１３日下午，
胡锦涛一行到顺庆区黄金乡万金奶牛养殖场视察，

询问养殖场经营情况；到南部县南隆镇望月村视

察，参观村委会办公室，并与村民们亲切座谈，了

解村民收入和农业生产情况。１４日上午，胡锦涛
一行前往仪陇县马鞍镇参观朱德同志纪念馆、朱德

旧居，询问有关情况，叮嘱仪陇县委、县政府

“一定要把朱德故居保护好，一定要把朱德故里建

设好。”１４日下午，胡锦涛一行前往仪陇县日兴镇
白塔村视察人畜饮水建设工地，深入该村村民王家

８０１



重要活动　

林家中，拉家常，询问农村饮用水和农业生产及农

业税减免兑现情况。在返回南充的路上，胡锦涛一

行到西充县中岭乡二村察看粮食生产情况。１５日，胡
锦涛一行视察南充国基实业公司、富达竹业公司和嘉

陵区凤垭山。视察期间，胡锦涛同志在下榻的东方花

园大酒店与省、市领导座谈，并作了重要讲话。

【温家宝视察南充】　２００１年３月，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来川作扶贫工作调研，专程深入

到朱德故里———仪陇县，参观朱德同志故居纪念

馆，到农家与群众座谈，了解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

情况。

２００４年８月，正式通航的南充高坪机场迎来了
第一位客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此次，温总理是到广安考察之前来到南充

的。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对南充的发展十分关心。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莅临南充，这是温家宝四年来第三

次到南充。“南充的农业发展情况如何？”“群众的

生活水平怎样？”温家宝关切地向随行的南充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杜光辉细细询问。王宁、杜光辉简要汇报了南充工

业、农业、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情况。温家宝特别关

心仪陇的建设，详细了解了仪陇县的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现状。温家宝临别时叮嘱南充市委、市政府一

定要把老百姓的事情时时记挂在心间，切实关心群

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大力发展生产

力，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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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旅游景区

２０１０年，南充重点旅游景区有三国文化游景
区、阆中古城游景区、将帅故里游景区、嘉陵风光

游景区、宗教朝圣游景区、生态观光游景区等景区

景点。

【三国文化游重点景区】　晋代著名史学家南
充人陈寿撰写了 《三国志》。一千多年后罗贯中据

《三国志》编著了 《三国演义》，逐渐形成了风靡

世界的三国文化热，南充被三国文化学术研究专家

誉为三国文化的源头、发祥地，主要景点有汉桓侯

祠、万卷楼、王平墓等。

����

　又名张飞庙，位于阆中市保宁镇西
街。祠庙为明清重建的一组四合庭院式的建筑物。

由大门、敌万楼、牌坊、大殿、后殿、厢房和墓冢

等组成。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

　西晋著名史学家、《三国志》作者陈
寿青少年时代读书治学的地方。位于南充市西山风

景区。万卷楼始建于三国蜀汉建兴年间 （２２３～
２３７），倚岩而建，为三重檐式木石结构楼阁，飞檐
斗拱，气势雄伟。至唐代又在楼前建甘露寺，形成

建筑群。因年久失修，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毁坏。现
存的万卷楼系１９９０年恢复重建成，由陈寿读书楼、
陈寿纪念馆、藏书楼组成，倚山而立，气势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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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堂中陈列的 《三国志》以及大量的文字、图

画、表格、照片、实物等资料，详细地介绍了陈寿

坎坷经历、著书史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四壁彩绘

了十六幅以 《三国志》史实为内容的壁画。

���

　位于高坪区永安乡临江村凤凰山。为
长方形土冢墓。原有一碑，上书 “汉将军王平之

墓”，１９５９年修公路时拆毁。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王平
墓迁至高坪区白塔山公园内。

【阆中古城游重点景区】　阆中古城有 ２３００
多年的历史，１９８６年被批准命名为全国历史文化
名城。古城核心景区明清建筑依然保存着唐宋格

局，古街古院及名胜众多，民居室院多由京式和江

南园林式建筑组合而成，并融合了巴蜀地方文化、

风水文化和 “山、水、城”相依相融的地方特点。

 �

　又称考棚，是全国现存最完整的两座考
棚 （另一座为南京的江南贡院）之一，位于阆中

市保宁镇学道街中部北侧。坐北面南，纵向长方

形。前为考场，后为斋舍。

�B�

　位于阆中市大东街，临嘉陵江。现存
的华光楼为清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在原址重建。
登楼远眺，阆中山水城郭历历在目。具有独特的地

方古建筑特色。

¡¢£¤

　又称杜家大院，位于阆中古城下新
街。该大院建于清代，为前店后铺居室的居民兼商

业型院落。本质穿斗结构，串珠式四合院格局。

¥¢��

　位于阆中古城武庙街４７号。始建
于明正德年间 （１５０６）迄今近五百年。是阆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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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民居古院落之

一。

¦¢§�

　位于阆中古城双栅子街，是一处清
代修建的四合院，它小巧玲珑，圆门、拱门、花窗

门造型别致，建筑文化浓郁古朴。

¨�©

　位于古城阆中城北的玉台山腰，是唐
高祖之子滕王元婴镇守阆州时修建。景区中有

１３００多年历史的唐代舍利式佛塔，２００６年５月国
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ª«=

　位于阆中市城区南郊，濒临嘉陵江，
山势独特险峻，花木似锦，山峰连列如屏，世称锦

屏，素有 “阆苑仙境”和 “嘉陵第一江山”之美

誉。锦屏山东有状元山，西有马家山，北有牛家

山，众山相连形成阆中古城的天然屏障。

¬=_

　位于阆中古城以东，主要由大佛
寺、状元洞、云梯、精舍、白塔等景点组成，故又

名 “大佛寺风景区”。景区中读书崖上有宋真宗亲

笔御书的 “紫微亭”石刻字。

【将帅故里游重点景区】　南充是朱德、张澜
和罗瑞卿的故里，他们在家乡生活居所以及修建的

纪念馆为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

®¯=AJ-

　位于仪陇县马鞍镇，国家ＡＡＡＡ
级旅游区，四川省省级风景名胜区，由琳琅山、柏

杨湖、蓬莱阁、插旗山景区四部分组成，以朱德旧

居、朱德诞生地和朱德纪念馆为主体的朱德纪念园

区是琳琅山景区的核心部分。此外还有传奇神韵的

轿顶山、呈五角星状的琳琅山、酷似中国共产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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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旅游景区　

徽的锤镰石、峰峦迭起的 “三星寨”、灵秀琳琅

湖、“小山峡”美称的柏杨湖、川北客家民居丁氏

庄园等景观，周边还有朱德铜像园、金城公园德

园、“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德的诞生地等

人文景观。

°±²³

　修建于清嘉庆末年，为坐西向东、
穿斗土木结构三合院农舍。旧居正门上方悬挂郭沫

若题 “朱德同志旧居”黑底金字匾额。１９８８年 １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M

　是朱德祖父朱邦俊佃租丁姓地主
田地时所租住的房屋，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１日朱德诞生
在西侧仓屋里。２００６年５月，朱德诞生地被国务
院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µ¶·³¸¹º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日建成
对外开放。２００５年９月改扩建，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日
重新对外开放。改扩建后的朱德同志纪念馆由序

厅、四个陈列品厅和遗物厅组成。正门悬挂着邓小

平书写的 “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黑底金字大匾。

朱德纪念馆是全国１００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和
全国１００个红色旅游精典景区之一。

»¼=

　位于朱德父母故居后，山峦似圆柱，
顶呈圆形，高１０米，直径４０米，山顶终年翠柏常
青，四时郁郁葱葱，顶周松柏错落有致，恰似一乘

青纱大轿，故称 “轿顶山”。远观此山，形似清朝

官员的官帽，人们又称它为 “官帽山”。

¦½·³

　位于西充县莲池乡观音堂村，距西
充县城区１４公里。故居始建于清康熙初年，坐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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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竹柏掩映，三合院落，穿斗结构，木梁青

瓦，青石院坝，张澜先生在此居住了２９年。故居
中保存有张澜生前使用过的家具和一批珍贵的文物

资料。院中屹立着张澜全身铜像。

¦½²³

　位于顺庆区人民南路建华职中校
内，２００６年５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保单位。
建华职中前身为私立南充建华中学，由张澜创办于

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张澜任校长），张澜住宿和办
公均利用建于清代的四合院式的 “三圣宫”。

¾¿À·³

　坐落在清泉坝村。故居为清光绪
年间修建的一座三合院式木结构穿斗清瓦房。胡耀

邦题写的 “罗瑞卿故居”匾额悬挂于堂屋大门之

上，院坝正中屹立着罗瑞卿将军半身铜像。

ÁÂÃÄÅÆ

　位于南充市区内。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领导了震撼全川
的 “顺 （庆）泸 （州）起义”。现南充果山公园保

留有誓师大会指挥台遗址。１９８３年３月南充市人
民政府公布顺庆起义遗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１９８８
年，在大会遗址修建了 “顺庆起义”纪念室。

２０００年，西山 （栖乐山）总指挥部遗址上建有顺

沪起义崖雕和纪念塔。

【嘉陵风光游重点景区】　嘉陵江发源于陕西
秦岭南麓，流经陕西、甘肃、四川、重庆注入长

江，全长１１１９公里。南充境内３０１公里。有嘉陵
第一江山、嘉陵第一桑梓、嘉陵第一曲流、千年绸

都第一坊四大旅游区。

ÇÈÉÊË=rs-

　位于嘉陵江阆中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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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山为轴心，将阆中古城、金银台电站和沙溪电

站而形成长达２３公里的金沙湖以及东山园林景区
融为一体，形成山、水、城相融的自然人文景观。

主要景区有阆中古城、滕王阁景区、锦屏山景区、

南津关码头休闲区、华光楼码头，大佛寺景区及水

上游等，白天乘游船可以游览上述各个景点，夜间

可观古城及嘉陵江两岸夜景。

ÇÈÉÊÌÍrs-

　位于嘉陵江中游的蓬安
县 （蓬安县曾名相如县，乃西汉时期大文学家

“司马相如之桑梓也”，此处的 “桑梓”指故乡）。

主要景点有相如故城锦屏镇 （现保留有书院、寺

观祠庙、亭台楼阁及 “慕蔺山”、“文君里”、“琴

台”等胜迹）、周子古镇、龙角山景区。嘉陵江中

自然形成的太阳岛、月亮岛 （岛上绿草茵茵，白

鹭、野鸭群集），有天下奇观 “百牛渡江”、嘉陵

江上第一坝马回电站、中坝新村等景点，呈现出一

派嘉陵桑梓田园风光。

ÇÈÉÊÎcrs-

　位于高坪区青居镇，主
要有曲流景观、青居古镇、淳故城、青青青林、

牛肚坝、钻石坝等景区。曲流奇观是嘉陵江在流经

南充市高坪区青居古镇时，因受阻于烟山，在青居

古镇东面的上码头折向西，往南，再北上，经九曲

回肠的１７５公里后，回到青居古镇东面的下码头，
恰似３５９度回旋，环绕２０平方公里 “牛肚坝”，形

成罕见的奇特地貌。

ÏÐÑÒÉÊÓrs-

　位于嘉陵区文峰镇及
高坪都京镇，文峰镇至今保留着很多以栽桑养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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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村落。主要景点有万亩桑园、蜀蚕祭坛、天蚕

部落 （蚕桑文化原生态博物馆）、桑林水榭、天丝

古馆、浣纱歌榭、桑蚕养生坊、果州乡坊、蚕月舞

榭、嘉陵蚕渡等景观，是展现和体验栽桑、养蚕、

煮茧、拣丝、织绸、染绸等全过程的南充丝绸文化

的一个天然博物馆。

【宗教朝圣游重点景区】　南充境内有佛教、
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留下众多的宗

教寺庙活动场所。１９８５年以来，南充将宗教活动场
与旅游相结合，先后恢复和开发建设了栖乐山、凌

云山、禹迹山、太蓬山等一批宗教朝圣旅游景区。

ÔÕ=AJ-

　位于高坪区老君镇、青莲镇、
小佛乡、万家乡境内，方圆２０平方公里，因凌云
山而得名，距城区１０公里。景区由凌云山道教文
化游览区、白山佛教文化游览区组成。是研考四象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五行地貌、朝拜道佛

宫观、欣赏精湛石窟艺术和摩崖造像的旅游景区。

Ö×=AJ-

　位于南部县碑院镇境内，距县
城２０公里。禹迹山因传说中大禹治水经过此山留
下足迹而名。禹迹山有唐代刻凿高１８米的大立佛，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

白莲教农民起义遗址，还有石窟、古栈道、观音

岩、八仙洞等众多景点以及禹迹石、飞来石、和合

二仙、七星聚会等奇峰异石。

ØÙ=AJ-

　位于营山县城北４５公里，为
省级风景名胜区。方圆４０余公里，唐代即为佛教
圣地。有 “蜀北名山”、 “太蓬仙境”之称。太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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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存有从唐至民国时期的石刻题记６０幅，石刻面
积达２００余平方米。其中最为珍贵的是 《安禄山石

刻》。

>ÚÛ

　位于南充市城区北５公里，嘉陵江西
岸的清泉山上。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１００９），朝廷敕封为 “清泉院”，后历经兴废，现

存清泉寺系清代重建，由前殿、大雄殿和厢房组成

四合院主体庙宇，还有戏楼、僧房等附属建筑。

“文化大革命”中寺庙佛像被毁，仅存大雄殿和东

厢房。１９８３年，开始恢复殿宇，重塑佛像。１９８８
年，又在旁边兴建西竺庵，后改名西竺寺，形成一

山两寺的格局。

ÜÝÛ

　位于南充城区西栖乐山山顶，始建于
唐，因年代久远，佛道相易，历代寺院香火鼎盛。

寺内有一泉眼，僧人掘地为池，常年清澈满盈，天

旱不涸，称为 “栖乐灵池”。古栖乐寺毁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１９９９年春，重建栖乐寺，历时三载建成。

ÞßÛ

　位于阆中市水观镇东北５公里的黄泥
岗上，距阆中城约４０公里。永安寺始建于唐，宋、
元、明、清皆有续建和培修，占地１５亩，建筑面
积１７００平方米，现存为元代和清代建筑组成的古
建筑群。 “文化大革命”中，壁画和塑像均被毁

坏，所幸壁画照片尚存省博物馆，佛像画家程世秋

又将其临摹复制。观音楼、大殿、西厢侧殿、天王

殿、古永安禅院山门等古建筑尚存。２００１年６月，
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àáâ

　位于阆中市河楼乡白虎村五龙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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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建筑。庙为布筒瓦覆盖的单檐歇山式屋顶，面

阔３间，檐柱侧脚明显，前檐下施六铺作斗拱出双
挑，整个建筑既具宋代 《营造法式》中某些建筑

特点，又有明显的地方特色。２００１年 ６月，被国
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生态观光游重点景区】　南充利用丘陵山地
自然条件和生态植被、人工湖等开发建设旅游景区

（点），自１９８８年，南充北湖公园初步建成开放之
后，到２０１０年，相继有西山、锦屏山、白云山—
大深南海、升钟湖、白塔公园等生态风景区建成对

游人开放。

�=AJ-

　位于南充市城区西郊，占地面积
３０平方公里，风景区由舞凤山、人头山、栖乐山、
火凤山、南京堂山、马鞍山、玉屏山、插旗山组

成。主要有万卷楼景区、栖乐山景区、开汉楼景

区、官宝山景区、火凤山景区、果山景区、玉屏公

园景区等７个景区和西河风景线。
�ãä

　位于南充市城区内，占地２１０亩，
其中水域面积７０亩。胡耀邦题写的 “南充市北湖

公园”镶嵌于正门。北湖汉代曰 “鱼池”，明代称

“北湖”，后植莲于池，又名 “莲池”，现为开放式

公园。北湖公园以湖水为中心，有绿洲、明月、弄

碧、鸟乐国四岛，有莲池倒影、平湖邀月、九孔凌

波、水天一色、月桥、生肖桥、亭廊楼榭等景点。

åæä

　位于高坪区鹤鸣山上，临江而建，
以 “古”、“幽”、“静”为特色。主要由白塔、东

岳庙等景点组成。白塔又称无量宝塔，始建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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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年间 （９６０～９６３），为楼阁式四方形砖塔，高
３９５６米。石砌台基为须弥座，四周雕龙麟图案，
共１３级，各级每面用四柱，成三开间，有侧脚。
塔檐四角挂有铜铃，风吹铜铃鸣，塔高传声远，因

而有 “白塔晨钟”之称。２００６年５月，被国务院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岳庙，清康熙十

一年 （１６７２）重建。现存山门、前殿、正殿和配
殿。正殿又名大悲殿，单檐歇山式屋顶，叠梁、穿

斗混房架，面阔２６米，进深１３米，建在砌素面台
基上。

wç=^_ä

　位于高坪区胜观镇境内，距
南充市中心城区５０余公里，面积约４７７１亩，其中
森林面积３１７１亩，水域面积１６００亩。该景区主峰
金城山海拔８２４米，系川北名山。１９９１年，被林
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景区内多奇山异水，

怪石古景，森林茂密，动植物种类繁多。主要景点

有陡寨门、金凤庵殿宇、金城寺、南京门、老龙

洞、打子洞、晒经石等。

èéãAJ-

　位于南部县西北部升钟镇，横
跨南部、阆中、剑阁３县 （市），库区长８１公里，
水面最宽处３００米，蓄水１３９亿立方米，是西南
地区最大的人工湖。重要景观有水库大坝、碧波仙

岛、神坝砖塔、醴峰观及皇娘坟、升钟起义革命纪

念室。

åÕ=AJ-

　位于蓬安县东南，面积５１１３
平方公里，森林面积近３０万平方公里，１９９５年，
四川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景区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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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七寨三十三峰，形成了两沟二十六湾，诸峰海

拔在３７３５米～８２７３米之间，景区有４００多种花
草树木，年平均气温１５℃。

�ê!ëAJ-

　位于蓬安县罗家镇，坝高
３８米，长２１米，水库水深处达３３５米，容水量达
１１１２万立方米，水面宽阔，湖周纵横２０余公里。
大深南海集幽、深、青、秀、奇、碧于一身，五座

山峰形成五个半岛。１９９７年６月，四川省人民政
府批准白云山—大深南海为省级自然风景名胜区。

ìí=\frsî�-

　位于嘉陵区文峰乡凤
垭山。２０００年，一批业主租赁承包了千余亩荒山
荒坡和贫瘠的土地，实行规模开发，科学种植优良

果树和生态绿化苗木等。上万亩的果园、苗圃成了

极具观光价值的旅游景点。２００２年，国家旅游局
批准凤垭山为国家级现代观光农业旅游示范点。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
锦涛视察了凤垭山。

Øïðñòó-

　位于嘉陵区太和乡西河边，
白鹭栖息太和已近４００年，品种有白鹭、苍鹭、池
鹭、牛背鹭、灰鹭、夜鹭、丹顶鹭等，以白鹭最

多，丹顶鹭最为珍贵，高峰时鹭群可达两万余只。

清晨，鹭鸟离去，傍晚，鹭鸟归巢，形成一道道亮

丽的风景。

【南充古八景】　南充古八景有：白塔晨钟、
朱凤朝霞、曲水晴波、果山秋色、金泉夜月、连洲

古韓、栖乐灵池、青居烟树。

åæôé

　嘉陵江畔鹤鸣山上，有宋代白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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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塔高十三级，每级塔檐四角挂有铜铃，风吹铜

铃鸣，塔高传声远。清晨，人们听到悠扬的铃声，

便起床劳作，因而有 “白塔晨钟”之称。

°ìõö

　朱凤山位于高坪区都京坝，山高
５１０米，周围１０公里，山上森林茂密，昔有凤凰
集栖，每当朝霞时，凤凰斑斓彩羽如舞云间，有宇

宙呈祥之景，故称 “朱凤朝霞”。

Î?÷ø

　嘉陵区曲水镇曲水入嘉陵江口有小
滩横锁，溪水荡漾，映日成彩，故有 “曲水晴波”

之称。

ù=úû

　顺庆区西河西侧，突起一峰，兀然
孤秀，上多黄果 （广柑），故名果山。每当秋日，

黄果成熟时，在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真有 “满

树黄柑满树金”之美感，故有 “果山秋色”之名。

wÚüý

　金泉即金泉井，在金泉山上。相传
袁天罡住金泉山，李淳风访之，埋金钗于袁宅，以

试其术，袁曰： “子有金气，已化为水矣”。故名

“金泉井”。传说于井内观月，常年轮圆，故称

“金泉夜月”。

þÿ!

韓　连洲即大小洲，俗名大中坝、小中
坝，是嘉陵江中的江心岛。昔有异人过此云：“大

洲连小洲，此地出公侯”。明时县境人物极盛，可

与宋时眉山媲美，以为应之 “连洲古谶”。

ÜÝ"#

　栖乐山即今西山之主峰，相传唐时
谢自然白昼飞升成仙时，仙乐振响于峰顶，故名。

山上有栖乐池，嘉陵江水直拥山巅，池水四时不

涸，故名 “栖乐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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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居山亦名黛玉山，直上数十仞，
岿然杰峙，山顶宽１００余米，四周石壁中拥天池，
林木葱蔚，烟雾四时不散，为消夏胜地，故有

“青居烟树”之名。

民间艺术奇葩

【川北灯戏】　川北灯戏源于傩戏，已有３００
多年的历史，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被国务院授予首批 “全

国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川北灯戏有灯、有戏、

有歌舞，即所谓 “无跳不成灯”、 “灯有戏文戏有

灯”。灯戏演出一般都在晚上，演出场地高悬异常

耀眼的一盏主灯，四角有画着鸟、走兽、人物的鲜

艳夺目的彩灯。演员们提灯、舞灯、跳灯，戏中出

现的龙灯、狮灯、牛灯或蚌壳灯，不仅是道具，也

是剧中的角色。观众看演出叫 “看灯”，演员们演

戏唤着 “扮灯”。川北灯戏风格别致，艺术独特。

其剧目一般以笑戏、闹戏、喜戏为主；其表演诙谐

滑稽，风格自然，雅俗兼备， “无丑不成戏”，令

人捧腹；其语言通俗诙谐，朴实健康；其唱腔高亢

悠扬，粗犷奔放；其形式短小精悍，载歌载舞。

１９８８年６月应邀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
演出了 《包公照镜子》、 《郑板桥买缸》、 《闹隍

会》、《幺妹嫁给谁》。

【川北大木偶】　川北大木偶艺术属于杖头木
偶，２００６年６月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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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遗产”。大木偶一般身高１５米，与真人相似，
人物造型以写实为主，眼、眉、口、头、耳、鼻、

手、腰以及指关节均可活动，表演时能取物握物，

穿衣解带、戴帽脱帽、吹火点蜡、拂袖掸尘、变脸

下腰、吐火喷烛，同时翎子功、扇子功、水袖功等

能与真人媲美。１９５０年，仪陇以木偶 “福祥班”

为基础组建了仪陇木偶宣传组；１９５６年组建成仪
陇县木偶剧团；１９８７年１月更名为南充木偶剧团；
１９９８年更名为四川省大木偶剧院。大木偶剧团
（院）先后赴苏联、芬兰、新加坡、印度、荷兰、

泰国、韩国等国访问演出，《玉莲花》、《红宝石》、

长绸舞、吐火变脸等剧目和独门功绝技，令欧、亚

观众叹为观止。原苏联木偶戏剧家奥布拉兹佐夫赞

誉为 “世界上罕见的木偶艺术，是中国民间艺术

的冠冕”；著名的莫斯科剧院院长米克里漫斯基，

原苏联中央木偶剧院经理哈伊克·克里山斯基赞美

南充大木偶剧团是 “一个具有首都水平的第一流

剧团”， “在表现手法的丰富细腻方面，欧洲木偶

艺术还比不上中国”。

【川北皮影戏】　皮影戏又称灯影戏，大多数
专家学者认为起源于汉代。皮影戏是一种用灯光照

射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由艺人在白纱幕布

后操纵剪影，通过演唱、配乐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

剧。清光绪初年，川北皮影艺人取汉中皮影精华，

溶川北的雕刻艺术为一体，后又吸取了川剧的袍

帽、服装、靴子的图腾纹样，形成独具一格的川北

皮影。川北皮影分为土皮影、广皮影、王灯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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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是川北土生土长的皮影，它有 “大门神”（影

人高２２尺左右）和 “中门神”（影人高１６尺左
右）两种。广皮影是清乾隆年间，从陕西渭南传

来的 （因外地传来所以叫广皮影）。王灯影是阆中

市已故著名皮影雕刻、表演艺术家王文坤吸收融合

土皮影和广皮影的艺术优点而发展出的一个新品

种。川北皮影雕工非常精细，皮影人的头部和四肢

分别雕成，用线连缀而成，造型生动、滑稽，服

饰、道具颜色鲜艳透明。人物造型与戏剧一样，

生、旦、净、末、丑角色齐全。表演者 （俗称提

手）用竹棍操纵皮影人，一边操纵一边演唱，并

配以音乐，音乐唱腔大都以具有川北地方特色的川

剧高腔为主。各种人物角色、各类人物思想感情均

通过屏幕表现出来，常玩得观众眼花缭乱。屏幕上

布置的景物、龙楼凤阁、雕栏玉砌、绿树红花、奇

峰异壑、是真非真，是幻非幻。川北皮影戏剧目有

历史演义、民间传说、神话寓言、时装现代等戏。

川北皮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早在 １９３２年，
世界著名文学家埃贡·埃耳文基希来我国考察皮

影，曾著书赞美川北皮影艺术。１９８８年 ６月，阆
中皮影艺人王文坤祖孙三代皮影班赴奥地利参加世

界艺术节，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轰动维也纳。

德、法、日等国的专家曾专程到南部进行考察，称

赞川北皮影是 “真正的东方艺术”。

【川北剪纸】　剪纸是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
样图案的一种民间传统装饰艺术。据考古发现，剪

纸最迟在北朝 （３８６～５８１）已经出现，隋唐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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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繁荣，宋代开始普及并出现了剪纸行业和剪纸名

家，明清时代是剪纸的高峰期。明末清初，北方剪

纸传到南充。南充民间剪纸艺人融北方剪纸粗犷豪

放、简洁大方与南充剪纸细腻生动、玲珑剔透于一

体，形成了具有浓郁的川北乡土气息的川北剪纸。

川北剪纸分剪、刻、钻三种，也有融剪、刻、钻为

一体的。川北剪纸的题材广泛，从生产劳动、饮食

起居、娱乐休闲、吉祥喜庆到飞禽走兽、五谷六畜

等均可为题，尤以花卉刻剪为擅长。其花样可分为

吉祥如意图，翎毛花卉图，古今人物图，现实生活

图等大类。其技法和制作方法可分为阴阳套刻法、

黑白贴刻法、暗刺排剪法、折叠剪纸法、双手撕法

和火烧烫绘法六种。川北剪纸人才辈出，风格各

异，硕果累累，代表人物有仪陇县何作霖、南部县

的李文仲及其孙子李大兴、阆中市王文坤和西充县

林世明等。何作霖、林世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予 “中国民间工艺艺术家”

称号。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仪陇县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

国民间艺术 （剪纸）之乡”，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在第
五届中国艺术节四川省首届民间工艺博览会上，川

北剪纸囊括金、银、铜三项大奖。

【傩　戏】　傩戏，也称傩舞、端公戏，是在
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取民间戏曲而形成的一种戏

曲形式。傩戏源于远古时代，先秦时期就有既娱神

又娱人的巫歌傩舞。明末清初，傩舞吸取戏曲形式

发展成为傩堂戏、端公戏，清康熙年间进入长江流

域，向各地发展。傩戏分傩堂戏、地戏、阳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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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川北傩戏兼容了川剧、川北灯戏、巴渝舞等艺

术的表演特点。傩戏演出形式很特别，表演者戴面

具 （脸壳壳），演出中还穿插着不少巫术表演，演

出分为开坛、开洞、闭坛三个阶段，一般只用鼓、

锣、钹等打击乐器伴奏，偶尔也用唢呐吹奏。演唱

用本地方言，唱腔为本地群众熟悉的戏曲腔调。傩

戏剧本唱多白少，善于通过大段叙事性唱词交待事

件，展开矛盾，树立形象。

【巴渝舞】　巴渝舞是古时巴族宾人在同猛
兽、部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集体武舞。武王伐

纣时的 “牧野之战”，就是由巴人执着挺仗，前歌

后舞，“凌殷人倒戈”而取得胜利。刘邦伐三秦建

大汉时，募宾人为汉军前锋，他们那种 “巴师勇

锐，歌舞以凌”的气势和战斗力，赢得汉高祖刘

邦喜爱，将宾人的战争武舞取名为 “巴渝舞”，引

进宫廷。唐以后 “巴渝舞”在宫廷销声匿迹，仍

在民间世代承传。巴渝舞的基本形式是 “执杖

（兵器）而舞”，伴奏则是击鼓。汉代为巴渝舞配

了 《矛渝本歌曲》、 《驽渝本歌曲》、 《安召本歌

曲》、《行辞本歌曲》４篇舞曲 （简称矛渝、驽渝、

安召、行辞）。

风味小吃

【川北凉粉】　川北凉粉自清末问世以来，以
其红辣味醇、鲜香爽口的川味风格饮誉巴蜀，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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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至今。川北凉粉制作精细，选用新鲜豌豆用小磨

磨细，十分讲究搅制火候，制作的凉粉质地柔嫩、

筋力绵软、明而不透、细而不断。它的拌料也十分

讲究，主要有由辣椒、花椒、生姜、葱叶、冰糖掺

和制作的红油以及用精选大蒜捣制的蒜泥和味精、

盐等，色、香、味俱佳，独具风味。

【顺庆米粉】　顺庆米粉 （俗称顺庆羊肉粉）

早在清代就闻名遐迩。由米粉 （用大米制成）和

特制的汤、馅，配上考究的佐料而成，具有三鲜

（米鲜、馅鲜、汤鲜）特色。品种有羊肉粉、牛肉

粉、鳝鱼粉、鸡丝粉、三鲜粉、什锦粉、肥肠粉

等，是南充人最喜爱的早餐佳品。

【保宁蒸馍】　保宁蒸馍又称保宁白糖蒸馍，
清乾隆年间由阆中回民哈公奎创制。制作时取上等

面粉为原料，不用纯碱而自然培植酵素，保持了麦

面的清香和纯正鶱香，所产蒸馍色白如银，加盖红

色印章。鲜香回甜，酥散绵软，热吃嚼而不黏，冷

吃酥而爽口。耐运耐储，炎夏一月，冬令半年，不

变质走味，即使坚硬如石，回笼再蒸，外皮犹存，

与鲜食无异。

【顺庆卤鸭子】　顺庆卤鸭子创于清光绪年
间，是四川卤制品中的名品，卤制时在火候掌握、

卤药配方上独具一格，其特点是色泽金黄，皮酥肉

嫩，咸淡适度，油而不腻，卤香四溢。１９５７年，
在全省卤鸭、卤鹅、卤兔展销评比中，南充卤鸭子

获得第一名。

【阆中热凉面】　阆中热凉面因凉面上要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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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牛肉臊子，故又称牛肉臊子面 （先将鲜牛肉切

成小块制成热馅，加适量豆粉和少许面粉及水制成

糊状牛肉馅汤）。阆中热凉面以牛肉、手工细面、

调料为原辅材料制成，其特点是热而不烫，温而不

凉，麻辣、清鲜、醇香、柔和，食后余香悠长，老

幼喜爱，四季皆宜。

【保宁白糖烧饼】　保宁白糖烧饼以麦粉、桂
花、白糖、菜油为主要原料制作成直径约６厘米的
圆饼，放入平锅内略烙，然后移入烤炉烘烤。出炉

时烧饼色成酱红，酷似月饼，却无夹馅，入口酥

脆，桂花溢香，甜美可口，既可冷食，亦可再烤，

长期贮存，其质不变。

【蓬安河舒豆腐】　河舒豆腐用豆腐作主料，
辅以鸡、鱼、牛肉、糯米、面皮等烹制而成多种菜

肴。具有鲜嫩、细滑、入口绵软等特点，在众多的

豆腐小吃中独树一帜。主要品种有牛肉豆腐、鸡尾

王子豆腐、糟香豆腐、酸辣酥肉豆腐、纸包豆腐、

糖醋豆腐等。

【南部方酥锅盔】　南部方酥锅魁制作时首先
将菜油入锅熬开后，加入干面粉 （切忌掺水）和

盐粒，不断搅动，制成油质面团 （油酥）。然后把

面粉掺上水，和上酵母发酵。再用长不盈尺的擀面

杖擀面，制成三寸见方，最后放入烤炉烤熟。做好

的锅魁三寸见方，重不过一两，黄灿灿，香喷喷，

脆而不硬，酥而化渣。

【南部卧龙榨】　南部升钟卧龙榨通过将猪肉
去油、裹榨面，上笼蒸熟而成，蒸出来的卧龙榨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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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扑鼻，鲜嫩爽口，肥而不腻，回味悠长。

【南部肥肠干饭】　南部肥肠干饭的制作方法
是每天下午购回肥肠后分拣清洗干净后，放进大锅

里煮，煮到半熟时捞起来控干水，上案切，切好后

再放入配好配料的锅里用微火炖，炖到快熟时加冬

瓜或是白萝卜等配菜，食用时再搭配一直坚持用

“竹蒸子”蒸的干饭。有荤有素，有饭有汤，味美

可口。

【营山凉面】　营山凉面是采用独家制作辣
油、香油和煮熟的细面条，再配香辣味浓的佐料而

成，色香味俱佳。

【东观辣子鸡】　东观辣子鸡使用农家敞养的
土鸡和泡辣椒、生姜、新鲜菜子油烧制而成。用餐

时由客人选择鸡的大小，现场点杀。

【大通热凉粉】　大通热凉粉以豌豆为原料，
以腊肉、油、米豆腐、花生、黄豆、芹菜、葱、

蒜、大头菜、榨菜、萝卜干、冬菜、花椒面、辣椒

面、味精等十多种辅料加工而成。口感柔爽，味道

清香，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名优特产

【丝　绸】　南充，素以丝绸之乡著称。 《华
阳国志》记载，西周时期南充丝织品已成贡品。

秦汉时期，以帛为租，隋代，以帛为禄。

唐宋时期，阆中和湖州是全国两大桑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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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州、蓬州、阆中的１０种丝绸产品被定为朝廷常
贡。果州之绫、蚕丝经长安、汉口等地出口日本和

南洋各国。果州红花绫，被日本皇室作为国宝珍藏。

民国时期，南充与成都、乐山成为四川的三大

丝绸工业中心。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南充绸缎获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南充吉庆丝厂 “醒狮牌”

１３／１５旦尼尔扬返丝、阆中县泰丰丝厂 “菊花牌”

白厂丝、阆中县紫云宫嘉陵丝厂 “四星牌”再缫

丝亦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民国 １４年
（１９２５），六合丝厂 “金鹿鹤”牌白厂丝在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获金质奖。

南充解放后，桑蚕丝绸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充桑蚕丝绸生产进入鼎

盛时期。丝织品产量占全省丝绸产品产量的

４０９３％；丝织品出口品种达８０个，出口量占全省
丝绸出口的６９２％。９９家丝绸企业生产１２个大类
２００多个品种、数千个花色，拥有国家银质奖产品
和部、省优质产品２００多个，丝绸产品远销５大洲
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南充跻身全国４大桑蚕基地、
１５大丝绸生产出口基地和 ２０个丝绸工业重点城
市。１９９４年后，国际市场丝绸销售不畅，南充丝
绸生产受到较大冲击。２００６年荣获 “中国绸都”

称号 （为全国七大绸都之一）。

南充丝纺产品主要有扬返丝、白厂丝、桑绢

丝、绵球等。丝织产品主要有锦被、软缎被面、双

绉、电力纺、素广绫、平纹绸、印花斜纹绸、印花

双绉、练白素广绫、斜纹绸、桑?绸、蚕丝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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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防灼锦丝套带、防灼锦丝绳、防灼锦丝绸、手

绘方巾、手绘挂屏、手绘手帕等。丝绸服装主要有

真丝家居服、真丝床上用品、丝绸时装、领带、丝

巾、桑蚕丝被等。绸手绘制品主要有真丝手绘服

饰、披肩、围巾、金带、真丝绣花拖鞋、绸扇、真

丝双面绣镜框等。

【柑　橘】　南充水果以柑橘为盛，历史悠
久。蜀汉时期在阆中设 “橘官”；唐武德四年

（６２１），唐高祖李渊以南充盛产黄果 （柑橘）而置

果州。南充解放后，柑橘生产得到持续发展。１９７８
年，南充 （现为高坪区）、蓬安、西充３县被列为
全国柑橘基地县。１９９０年，蓬安县被农业部定为
全国优质柑橘商品县。２０１０年，南充柑橘总产量
仅次于成都，居全省第二位。南充柑橘主要优质品

种有：蓬安锦橙 １００号、南部脆香甜柚、西充青
３９脐橙、嘉陵南良三号脐橙。

Ùßª'

１００
(

　１９７２年从蓬安县园艺场选
育而成。比普通锦橙早 ５天左右，单果均重 １７２
克，最大果重２００克以上，比普通锦橙多３０克左
右。果形椭圆形，基部略突，果面深橙红色，鲜艳

美观。果肉细嫩化渣、汁多、味甜浓，具有香味，

种子极少。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９年分别获得全国优质农
产品金杯奖，１９８９年在泰国曼谷获优质农产品国
际银奖产品。

!)*+,-

　１９７７年，南部县从苍溪县引
入繁殖栽培。果实倒卵形，果皮光滑绿黄色，单果

平均重１３００～２５００克，１０月下旬成熟。果肉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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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嫩化渣，味甜浓，汁较多，具香味，较耐贮藏，

可贮至次年２、３月。
�"$

３９
.'

　１９６７年从四川省果树研究所
引进，入选母树为３９号树，１９６８年秋定植在西充
县青龙公社园艺场，“青３９”因此得名。单果平均
重１６７克，圆球形，无核，１１月下旬成熟。１９７７
年，被评为全省５个脐橙优质株之一。

ÇÈ!/0(.'

　１９８６年由嘉陵区农科所
选育出的新品种。果实圆球形，多为闭脐，果面橙

红色，油胞细密，中心柱短小，耐贮运。

【食　品】　南充名特食品主要有保宁醋、小
磨香油、张飞牛肉、过江龙香酥牛肉、相如香兔、

嫩尖冬菜、曹氏豆干、营山红油、川沱酒、营山咂

酒、西充狮子糕等。

ò12

　创于明万历年间，为中国四大名醋之
一。保宁醋以纯粮为料，名贵中药为曲， “松花

井”水为体，采用麸醋精典工艺，经３８道工序精
酿而成，色泽棕红，酸味柔和，醇香回甜，久存不

腐，具有杀菌、防感冒、开胃健脾、清心益肺、降

血压、增食欲的功效。民国 ４年 （１９１５）获巴拿
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民国 １０年
（１９２１）获四川省第一次劝业会银质奖章。２０１０
年，保宁醋有调味品型、保健型、饮料型三大系列

五十多个品种。

¦345

　张飞牛肉原名保宁干牛肉，是独具
特色的回民风味食品，清乾隆年间即远近驰名。民

国时期，成都劝业会上曾被评为上等食品。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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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注册为 “张飞牛肉”。张飞牛肉色显玫红，滋润

光亮，肉质细嫩，纹丝紧密，食之，咸淡适口，具

有浓郁的山野味，宴席配餐，伴酒佐餐均宜。２０１０
年，张飞牛肉有礼盒系列、佐餐系列、休闲系列、

旅游系列、儿童系列、卡通游戏系列和清真７大系
列１００多个品种，在成都、重庆等地开有专卖店。
远销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

!"+645

　南充香酥牛肉采用新鲜牛腿精
肉，采用传统配方和现代加工设备精制而成。具有

香气浓郁、绵韧化渣的特点。

7=89

　营山独具特色的烤腊制品，源于清
代，工艺独特，色、香、味、形均佳。营山板鸭有

生板鸭、熟板鸭 （卤鸭、烧腊鸭）两种。

:;+<

　蓬安相如香兔以优质散养兔为主要
原料，选用二十多种中草药和香料精制而成，外观

棕红透亮，肉呈乳白略红，肉质细嫩，入口化渣，

香味悠长。

=><5?

　仪陇哈哥牌兔肉干有麻辣、微
辣、五香、香辣、口口香、烧烤、酱香、咖喱等

３０多个不同品种，是国家最畅销绿色食品、四川
省５０家质量信得过产品、四川省绿色精英企业产
品、西博会金奖产品。

!"@ABC

　创于清道光年间。为 《川菜

菜谱》中名菜必备佐料，与涪陵榨菜、宜宾芽菜、

内江大头菜齐名，为四川四大名腌菜之一。以优质

芥菜为原料，置土陶内陈年腌制而成。其色黑褐

色、质翠嫩、味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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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用菜油
将豆腐块炸成外圆中空、松软黄亮的豆腐团。油豆

腐有干湿两种：油炸后即用清水泡透的是水油豆

腐，利于鲜食；干的易于携带、储存。油豆腐可烧

汤、煎炒，可加肉馅再蒸或红烧。

FGD?

　创于明末。呈咖啡色，正方形，每
块长宽各约四公分，富有弹性，看起绵实，吃起细

嫩。

§H+�

　南充小磨香油创于晚清。主要将油
菜籽翻炒、推磨、冲开水、扳油等一套独特工艺制

成。具有清热、润肠等药用功能，拌蜂蜜内服可治

便秘。

7=I�

　采用四川特有的 “朝天椒”，经传

统工艺精制而成，具有 “特辣、特香、特红”的

特点，是四川风味的代表调味品。

JKLM

　仪陇黄酒采用金城龙泉的泉水和精
加工糯米 （经筛选、淋饭、拌曲、前酵、加酒、

后酵、压榨、粗滤、贮存、再精滤等工序）制作

而成。黄酒酒精含量低，香气浓郁，芬芳沁心，味

甘醇鲜美，色棕红悦目，富含维生素和１８种氨基
酸。主要产品有 “银明”牌花雕酒、封缸酒、好

汉酒、黄酒、料酒等。

ò1NM

　因产于保宁而得名，又称陈年压
酒，迄今已有３００多年历史。保宁压酒以天麻、肉
桂、枸杞、半夏曲等百多味中药炼制药曲，以大

米、小麦和本地产红高粱为原料，将药曲加入浸蒸

的原粮中，经发酵后，获得压酒母糟，再用普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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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加入适量母糟与浸蒸后的粮食发酵，经蒸馏后

获得压酒基础酒，再用瓦缸装酒下窖，保持一定温

度存放一年，出窖开缸，呈半透明体，色似琥珀。

保宁压酒甜美醇和，回味绵长，富含氨基酸、蛋白

质、糖类、脂肪和维生素。

7=OM

　唐时营山咂酒即负盛名，以优质糯
高粱为主料，经浸泡、蒸煮、摊凉、下曲、发酵、

装缸密封等流程而成。咂酒色体晶莹，酒精度适

宜，味甘香浓，自然纯正，老少皆宜。

�"�PM

　西充川沱酒始创于１９８０年，以
优质高粱、玉米、糯米、大米、小麦为原料精酿而

成，产品绵甜爽口、回味悠久，深受广大消费者青

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川沱酒，蜀中秀”享誉四

川，畅销全国。

ßìLM

　西充安凤黄酒选用优质糯米为原
料，以上百种中草药配制成红曲、白曲、黑曲、小

曲，采用西充太保山古泉水精工酿制而成。酒中保

留了发酵生成的丰富糖分、糊精、有机酸、酯类、

甘油及多种维生素，并含有人体必需的１８种氨基
酸，其中赖氨酸尤为突出。

�"QRS

　清光绪年间从杭州引入西充。主
料为西充特产白沙糯米，辅以鲜花醇蜜、川蔗绵

糖、脱皮芝麻、小磨香油、鲜蛋蛋清等，精工细做

而成。集香、甜、酥、脆于一体，入口化渣，油而

不腻，久存不败，佳味悠长。

【农产品】　明末清初，南充名优农产品行销
１１个省。清代，仪陇白蜡较有名气，蓬安石孔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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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米进贡朝廷。南充解放后，南充农业科技人员研

究培育出南署８８、天府花生等名优产品。至２０１０
年，南充名优粮棉油产品主要有优质大米、优质红

薯、优质花生、高产杂交棉花、杨家手工挂面、汤

圆粉等。家禽家畜主要有：河西山羊、同仁土鸡、

肠衣等。

!T

８８　南薯８８是原南充地区农科所科技人
员于１９８０年采用晋专７号作母本、美国红作父本
杂交后培育而成。该品种一般亩产２０００多公斤鲜
薯，商品价值高。适合于淀粉加工、小食品 （如

薯条等）加工及食用、饲用。１９９２年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

UV

３
(W�

　天府３号花生是原南充地区农
科所于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７６年用山东伏花生作母本、南
充混选１号做父本杂交选育而成。天府３号属中间
型中粒种，品质优良适口性好，适应性广。

XW YZ

Ａ
[ \]^_z`N

　棉花 “洞

Ａ”核雄性不育种质是南充农科所从１９７２年开始
到１９９４年通过立题、发现、鉴定、培育利用、推
广等２０多年的艰苦研究获得成功的重大科技成果，
培育出了１２个衍生不育系，１２个棉花杂交种，以
及一系两用法的配套杂交棉制种技术，属国内首

创，达国际先进水平。培育出的杂交棉花新品种比

常规棉平均亩增棉８１０公斤，且品质优良，平均纤
维长度 ３０１毫米，单纤强力 ４３７克，细度 ６４５５
支，断长２３５６公斤，是棉纺厂纺织高支纱的优质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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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家手工挂面产于蓬安县柳树
滩罗家大坝，已有百多年的历史，因常在杨家场设

点销售，故人称杨家手工挂面。杨家手工挂面色泽

洁白、面根细长、均匀柔软，外圆中空，久煮不

稠、口感细滑、味道鲜美、隔夜回锅不融不稠。

SefDg

　土门豌豆粉产于仪陇县土门镇。
选用青豌豆，采用酸碱沉淀法精制而成，质地细腻，

胀润性好，晶莹透亮，口感滑爽，久煮不断，营养

丰富，食法多样，为烹制各种汤菜的最佳原料。

�h i

　石孔贡米原名油香米，又名黄金
米，产于蓬安县石孔乡玉皇村，具有糯而不腻，清

香可口，似硬而软，似糯不粘的特点。据 《蓬安

县志》记载：清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蓬州知州戴
论用以款待皇亲，皇亲走时精碾３００斤进贡朝廷，
雍正皇帝吃了用油香米做的饭后，倍加赞赏，石孔

油香米得贡米盛名。

jk

　猪肠衣是生猪宰杀后的新鲜小肠，经过
加工除去杂质、脂肪剩下的一层透明的衣膜，用于

灌制各种香肠、腊肠。是南充传统出口商品，畅销

日本、美国及西欧各国，历时百年，声誉卓著。

wlmn

　金丝鲤鱼是南部宝马河的独特产
品，以鱼腹两侧各有一道金色线纹而得名。这种鱼

比普通鲤鱼肥美，鲜鱼经过烹调，肉质细嫩，入口

有黏糯感，鲜美异常。有趣的是，这里的鲤鱼幼苗

若移到别的江河，则失去金丝线纹，长成普通鲤鱼。

Ëo

　南充市境内的龙门和蓬安县境内的嘉陵
江石梁沱里，有一名贵稀有特产———鼻梁上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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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标记的江团。形似鲶而头较圆，嘴微尖，在颚下

眼作红丝圈，耳窍通于脑，色淡黄而白，无鳞少

刺，好独行深水中。其肉质细腻松脆，味丰在首。

解放后，这两个水域被列为江团繁殖保护区。

【服　装】　南充纺织品主要有棉、麻、毛织
品和丝织品４大类。名优产品有面料、服装、床上
用品等。

YÇ7[ pqrstuv

　 “嘉富”牌系列

针织服装采用桑蚕绢丝、厂丝、细丝及棉、麻、

毛、竹等天然纤维的纯纺或混纺丝织成。桑蚕生

丝、绢丝针织服装手感滑爽，丰厚透气、悬垂性

好，无静电现象，具有高雅的珠光效应。桑蚕细丝

针织服装，外观豪爽粗犷，手感松软丰润，吸湿透

气，保健肌肤，冬暖夏凉，穿着舒适。绢竹丝针织

服装既有真丝的质感又有竹丝的自然。

YÇw[ pxy

　 “嘉纺”牌衬衫采用 ４０
府绸、４０斜纹、６０贡缎、纯毛、毛涤混纺、真丝、
Ｔ／Ｃ面料、ＣＶＣ面料等生产。领、袖不起泡，经印
染、水洗、砂洗、预缩、磨毛、液氨整理，全绵免

烫处理，具有柔软、舒适、吸湿、透气、挺括等特

点和性能。

YÇw[ pz{|}qr

　 “嘉纺”牌床上

用品系列产品采用 ３０３６细布、４０府绸 （１３３７２、
１１０７０）、４０纱斜、Ｊ４０纱斜、鱼条布、Ｊ６０贡缎、
Ｊ５０缎条等面料生产被套、枕套、床单、床罩等。
经过印染、漂洗、整烫处理后，产品具有全棉品

质，丝绸风格，滑爽柔软，贴身效果好，有吸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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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优特产　

透气、保暖、保健、环保等性能。

YU~[ p��uv

　 “天歌”牌羽绒服面

料选用进口防绒布、尼龙防绒绸、Ｔ／Ｃ布制作，活
面活帽，蓬松度高，绒质好，手感舒适，防绒防雨

性能极好，保暖性极强。１９９３年，天歌产品被推
荐为中华国产精品。“天歌”牌羽绒服曾随中国南

极考察队征战南极，与中英联合探险队一起穿越塔

克拉玛沙漠，被国家科考队征用为北极科考专用服

装。国家技术监督局、专利局将天歌公司评为中国

明星企业，成为全国服装八强之一。

【中药材】　清代中期，南充产有２００个中药
材品种。其中半夏、僵蚕等 ８个品种较有名气。
１９８４年，全国第四次中药材药源普查，南充中药
材品种达 ５４１个，产量 ５３７５万公斤。１９８６年至
２０１０年，南充采取集中成片种植和公司加农户的
方式发展中药材生产，培植出了一批产量高、质量

优的中药材产品。

ò1��Î

　阆中市特产，以半夏为主，配以
白叩、上桂、广香等二十多种名贵药材，按古秘方

配置而成。

�W

　南充地域辽阔，雨量充足，土地肥沃，
适宜川菊和杭菊生产。川菊系用田边地坎、零星小

块地栽种。杭菊主产高坪区、蓬安县等地。

��

　南充历史上产有野生桔梗。解放后从省
外引进苦味良种，重点在阆中、仪陇、南部等县发

展。

��

　南充所产川芎产量名列全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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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阆中旧志上即有 “三庙乡民采集散卖

之沙参”的记载，是当地农民的主要家庭副业。

解放后，随着药用量的增加，栽种沙参的地方增

多，年产５０多吨，畅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
福建和陕西等省区。

��

　清代，南充的僵蚕较有名气。解放后，
南充医药部门深入蚕区，动员蚕农收拣不弃，变废

为宝，开发量逐年增加。顺庆、高坪、嘉陵、仪

陇、南部等县 （区）产量较大，为南充中药材的

拳头产品。

�A

　南充种植的防风为东防风，是国家
《药典》正品，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干燥根。

民间风俗

【生产习俗】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南充民众
摸索出一套朴素的、行之有效的生产经验，形成一

方生产习俗。

� Y�4�[

　清代民国时期，南充农村新
春兴祭祀神乐氏以及送 “春牛图”和皇历。祭祀

日俗称 “迎春官”，也称 “迎春会”。农民多给铜

钱酬谢 “春官”。立春前后，域内时行用４开黄、
红色纸，印上一人牵 （预示年辰差）或吆 （预示

年辰好）一牛图像和２４个节令，由春官送至各户，
以示当年农耕开始。各家按节令日期，进行农业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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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南充农村每年栽秧时节，民间习惯把
栽秧的第一天称为 “开秧门”。开秧门之日，一般

人家都要请人打鼓助兴，谓之 “栽田鼓”，喻为开

张大发，丰收在望。鼓手一般都站在田埂上击鼓唱

歌，同时栽秧的人也帮腔助兴。栽秧时，秧手们随

着鼓手打的鼓点的节奏互相追赶，手脚稍慢者，常

要主动易位，否则要被 “落龙”，被 “落龙”者如

果无法赶上别人，便成为 “困龙”，要受到一定的

惩罚。全部栽完上岸时要给主人 “糊仓”（用泥巴

糊在主人身上）。在快 “上岸”时鼓手只拉一个秧

头戴在头上，边鼓边唱边舞，形成劳动高潮。

��a

　农历四月初八，大部分家庭，用红纸
条两片，一片书 “佛生四月八，毛虫今日嫁”，另

一片书 “嫁在青山外，永世不回家”，置成十字

架，贴在门壁上，示传神灵之命，叫毛虫不要损害

庄稼。

���

　秧栽完毕兴办秧苗会。水稻秧栽完，
在一定范围内筹集款物，请皮影、木偶等戏班，到

适中地址演戏。男女老幼，会聚一场，观戏娱乐，

祈神灵保佑禾苗生长繁茂。

���~

　境内东部一带，稻田除草，唱薅秧
歌最盛行。西部一带，唱薅苕歌较普遍。

\���

　清代民国时期，域内为祈求农村收
成好，一年四季禁忌多。立春忌雨，有 “立春晴

三日，农夫不费力”之说。立春后第 １个戊日至
第５个戊日，忌动土、动粪，传说动土动粪要戊
（恶）土地神，把土地神得罪了，庄稼鼠、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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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多。二月初二忌进地，说是这天进了地，要引来

麻雀糟蹋粮食，甚至麻雀饿了还要吃胡豆角。清明

节忌雨，谷雨节忌晴，有 “清明要明，谷雨要淋”

之说。立夏、小满节忌晴，有 “立夏不下 （雨），

犁耙高挂”和 “小满不满，干断田坎”的传言。

处暑、白露、重阳三节日忌雨，有 “处暑落雨十

八闹，一天要落七八道”， “烂了白露，天天走溜

路”，“重阳打了伞，胡豆光秆秆”等谚语。

��

　清代民国时期，南充各种手工业工匠一
般是拜师学艺，有的则是世代家传。学艺前，先要

给师傅送礼 （糖、酒、肉、钱等），谓之拜师。学

习期间，徒弟要给师傅拣、背工具，随师干活除伙

食外 （有的需自带伙食），劳动不计报酬，收入归

师傅所有 （有的师父定期给徒弟拿点零用钱）。期

限有一年内学会的 （如理发、缝纫），有三年左右

学会的 （如木匠、篾匠、石匠等），学成谢师后方

能独立开业。谢师钱多少，有的事先约定，有的是

学成后，随学徒酬谢，除钱外，还有糖、酒、肉、

衣帽、鞋袜等。

��

　各种工匠在行艺中均有各自的师传习
俗：新年正月，到第一家行艺叫 “出行”。雇主款

待要比平常丰厚，除工价外还要给 “出行礼”，以

示吉庆。石匠安置第一块地基石，叫 “下石”，要

收 “下石礼”，给人家钻刻墓碑，要收 “刻碑礼”；

土匠筑第一板土墙时，要收 “架墙礼”，墙过大门

时收 “过门礼”，筑完墙下板时收 “下墙礼”；木

匠修房上中梁时，要收 “上梁礼”，给姑娘做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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奁，给老人做棺木都要收礼；篾匠给姑娘打结婚用

篾席要收小礼；理发匠剃 “满月头”（小孩满月首

次剃头）要收小礼，给死者剃头也要收礼；瓦匠

给人家把泥胚装入窑内，开始点火烧窑时要收

“点火礼”，等等。解放后，上述习俗有的逐渐消

失，有的流传至今。

��

　南充各场镇逢场天 （又称赶场天），周

围几里甚至几十里的农民和商贩，纷纷将交易物品

或袋装车载，或肩挑背负，或手提腕挎，络绎不绝

涌向市场。民国后期，始有农家妇女结伴赶场，携

带的上市物品，一般是土布、草鞋、线子、鸡、

鸭、鹅、兔、蛋等轻量小物。一般场镇，从上午９
点到下午２点左右是买卖活动的高潮。市场上人流
如潮，摩肩接踵，招呼声、叫卖声、喊价还价声、

争吵声等交织一起，直到该买的买到，该卖的卖

掉，始陆续散去。妇女们大多要去小食摊 “打

尖”，吃凉粉，或吃汤圆、面条，再给家中的老

人、小孩买点便于携带的小食品。男人们一般要在

茶馆喝茶或酒饭馆店喝酒进餐。农忙散场早，农闲

散场迟。南充农村以农历定赶场时日。有１０天赶
５场的、有逢单日或逢双日赶场的、有赶４场 （逢

二、四、七、十日）的、有逢一逢六赶两场的、

有赶三场的。多数的场期分别是三六九、二五八或

四七十日。并有大小场之分，三天一大场，两天一

小场。亦有大市、小市之别。大市多集于县城与大

集镇。大市交易主要是谷米、菜子 （油）、晒烟、

蔬菜、红糖等大宗农副产品。交易方式，一般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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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由经纪人牵线，趸买趸卖，期货交易，以约定

俗成的茶馆或货栈为场所。小市分布密集，城乡都

有而乡间居多。小市交易，主要是畜、禽及小宗农

副产品。为现钱现货，当面议价。

【生活习俗】　南充民众生活习俗既有古朴传
统的一面，也有时兴新潮的一面。衣着随时代演进

而变化，饮食由 “红苕半年粮”向以大米、白面

为主发展，有 “打牙祭”、宴客、腌制腊肉的习

惯。民间小吃品种丰富，酒席菜肴别具风味。房屋

由茅草房、穿逗瓦房、四合院向楼房发展。家用器

物变化显著，高档家具、家用电器进入寻常百姓

家。行旅由步行、坐轿子或滑竿、骑马、搭乘人力

船发展到乘坐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休闲活动

亦由喝茶、听评书、看戏、赶庙会、打牌、下棋发

展到看电视、唱卡拉 ＯＫ、打桌球、郊游、长途旅
行等。城市出现高档茶坊、歌舞厅等休闲去处。

k 

　清代，城乡居民多着家织土布长衫、短
褂。服色男性以靛青、毛蓝、灰色、白色为主，女

姓多为红、绿色，超腰齐统裤为男女共同样式。成

年男子多用蓝、青色或白布束腰，贫穷者用棉织带

或草绳作腰带。富家男子一般着绸缎长衫、马褂、

对襟、短衫。年轻女姓多着旗袍，中老年妇女多着

宽边、滚边、镶边斜扣大袖短衫，衣边及袖口多绣

花纹图案。一般人家每人备有一套新衣，在走亲、

上街、赶场穿用，俗称 “盖面衣”。民国初期，境

内出现中山装和西装，仅为少数官、绅穿着。普通

人家衣着无明显改变。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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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习称洋纱、洋布）传入，民间多用 “阴丹”、

“士林”、“克力登”和学生蓝等布料缝制衣服，样

式除长衫、短褂外，逐步兴起制服、衬衫、大衣、

裙子等。高小、初中学生着草绿色童子军服，系蓝

色领带；高中男生穿芝麻呢中山装，打绑腿；女生

穿旗袍和青色鞋袜。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后，城镇
居民穿土布和长衫、马褂的逐步减少，青年人和文

化界多穿人字呢、卡机布中山装，少数人着西装；

女青年喜穿蓝色开衩旗袍，夏天着胡绉裙和长袜短

裤。农村男子仍以穿长袍、短褂和对襟短衣为主，

妇女则普遍着大襟短衣，男女均穿超腰齐统裤、一

般只在年节着新衣，平时穿旧衣。１９５０年后，男
子流行穿中山服、青年服、工作服，妇女流行穿列

宁服、春秋衫、拉链衫、背带裤、连衣裙。冬季时

兴翻领棉大衣、海湖绒短大衣，机织棉布、 “卡

机”、“斜纹”、“灯芯绒”为普遍使用的衣料。男

子衣料颜色以青、蓝、灰色为主，妇女多为兰、

黄、粉红、紫红等，富裕者多使用毛、呢、丝绸衣

料。“文化大革命”中，色彩艳丽、款式新颖的服

装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度出现 “军装

热”，中青年以穿草绿色军装为时髦。１９８５年后，
一些部门、企业、中小学兴起制服、工作装和校

服。春秋两季流行带帽风衣，冬季流行毛衣、防寒

服、太空服和呢子、皮质大衣。女性夏季穿长裙、

大摆裙、西装套裙、旗袍裙、无袖连衣裙、无袖短

衫等。１９９０年后，时装款式更新快、花样多、往
往当年流行的款式，下一年即已过时。青年男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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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追求个性化和得体、舒适、方便。纯棉织品又重

新走俏，服装花色品种丰富多彩。中山装逐渐过

时，西装、休闲装开始普及，特别是休闲装，以宽

松、活泼、轻便、随和、面料丰富、款式花色考究

而受中青年青睐。情侣衫、Ｔ恤衫、皮夹克也为青
年人所喜爱。年青女性衣着强调大色块、流行色、

突出身材曲线；男青年着装讲究风度，强调气质。

¡¢

　清代，男子多用白布，青布 （丝）帕

包头，有的戴六瓣圆顶，顶部缀布条编结小珠的圆

帽，俗称 “瓜皮帽”，富贵人家则于帽顶缀玉石小

珠，额顶处缀一长方形或椭圆形玉石。中老年妇女

用青布 （丝）帕包头，富裕者多包鱼形头，分左

右两片，鱼头对接于额头，对接处缀椭圆球状玉石

一块，鱼尾部于脑后发髻下扣合。男子喜穿圆口布

鞋，贫穷者多穿草鞋，冬季多穿棉鞋或竹麻编织的

“麻窝子”。妇女多用裹脚布缠足，穿尖头小鞋，

讲究者穿绣花鞋。下雨天，人们多穿用桐油浸制、

底上钉有铁钉的钉鞋，贫穷者多赤足。挑、抬、搬

运工人，多用白、蓝布条包扎小腿。民国时期，瓜

皮帽继续流行，富裕人家男子有的戴粘窝帽、毛皮

帽、礼帽 （博士帽）、台草帽、土耳其帽、圆盘布

帽等，普通人家男子仍以包布帕、打光头者居多。

男女多穿圆口布鞋，操鞋、胶鞋开始流行，穿皮

鞋、高跟皮鞋者较少，农民多穿草鞋或赤足。１９５０
年后，瓜皮帽逐渐淘汰，包头帕的仅为一些老年

人，中青年多戴八角帽、遮檐帽和带护耳的棉帽，

打光头的增多。穿布面布底鞋、松紧鞋和胶鞋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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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遍，公职人员和女青年穿皮鞋、高底皮鞋的增

多。１９６５年后，流行戴解放帽 （军帽），穿塑料底

布鞋和塑料凉鞋的增多。雨天，人们喜穿高统靴、

半高统靴和胶鞋。农民穿草鞋的仍较普遍。１９８０
年后，鞋帽品种增多。帽子有线帽、布帽、绒帽、

皮帽、棉帽、毡帽、太阳帽、撮撮帽、风雪帽等，

但戴帽者反而减少。鞋的品种有真皮鞋、人造革

鞋、塑料鞋、泡沫塑料鞋和布鞋，花色繁多并不断

翻新。草鞋逐渐绝迹。１９９５年以来，戴帽者进一
步减少，除老年人为保暖而戴帽外，青年男女戴帽

者大都为讲求装饰效果。如旅游者喜戴长檐遮阳

帽，一些女青年喜戴鸭舌帽和无檐绒帽、毛线帽

等。鞋类花色品种进一步增多，且以皮鞋为主。

v£

　清代，男女均留发辫。未婚女青年扎长
辫，辫梢扎红头绳或绸带，额前短发盖额，称为

“刘海”。大家闺秀戴耳环、耳坠和金、银、玉制

的钗、钿等首饰。已婚妇女则盘长发于脑后成半圆

形发髻，以青丝小网套住，别金、银、铜质发髻。

贫穷人家以竹片或细树枝作发髻，又叫 “荆髻”，

妇女多喜戴金、银、玉质手镯。民国初，提倡男剪

辫，妇剪髻，男子多剃光头或蓄平头，女子蓄披肩

或齐耳短发，相当部分女性仍留长发。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后，男子大都改蓄 “拖头”或 “分头”，

少数富裕人家妇女烫卷发，抹口红，一些公职人员

和富贵者打领带，带怀表。解放初期，青少年男子

留 “学生头”、“平头”者居多，城镇女青年大都

留齐耳短发，也有扎两个短辫的，老年妇女仍多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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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髻。“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大都在左胸别毛主

席像章或语录牌。妇女头发多用铁发夹固定。１９７９
年后，女青年烫发、染发，妇女戴首饰，男青年蓄

长发渐成时尚，美容化妆品种类增多，从事美容化

妆的发廊、发屋开始普及，美容整容的医务专业开

始出现，戴手表者普及社会各界。１９９５年以来，
人们普遍注重仪表仪容，装饰打扮成为社会时尚。

妇女发型种类较多，喜染发、烫发、纹眉、绣眉、

漂唇、染指、戴耳环、项链、戒指、手链，化妆、

洗面、美容、美体开始流行。男子发型多为青年

头、分头、背头、平头，穿西服或衬衣喜打领带，

有的男青年喜染发，也有烫发的。一些原属女性的

装饰打扮项目，如戴项链、戴戒指、洗面、美容

等，也开始在男子中流行。

¤¥

　清代民国时期，境内民众多以稻米为主
食，兼用面食及杂粮，也有以玉米、麦面、红苕为

主食的。普通农家平时大都一天只吃两顿稀饭，用

泡菜下饭。农忙时一日三餐，中午吃顿干饭，饭中

掺以红苕、萝卜、酸菜等。多数农户口粮不足，用

糠、麦麸、瓜菜、野菜等充饥， “红苕半年粮”、

“糠菜半年粮”的情况较为普遍。城镇普遍一日三

餐，中午吃顿干饭，每月打两次 “牙祭”，故有

“一天两顿稀，初二十六打牙祭”的俗语。凡遇红

白喜事、寿庆和接待宾客，均尽力置办酒席。普通

人家多是 “八碟八碗”、“九大碗”、“十大碗”，以

猪肉为主，且越肥越好。富豪人家宴席除猪肉外，

多用鸡、鸭、鱼、鳖、海参等。农户大都于年前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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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猪，腌制成腊肉，备年节和火工、来客时食

用。城镇餐馆一般只经营稀饭、干饭、面条、包

子、馍馍、凉粉等大众饮食，少有上档次的菜肴。

１９５０年后，城乡均一日三餐，早上多吃稀饭，馒
头，用泡菜下饭；中午吃干饭，配以菜、汤；晚上

吃干饭或面条。农村部分地方仍是一天两顿稀饭，

一顿干饭。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７年，先后开始对非农业
人口粮油和猪肉实行凭证、凭票定量供应。１９５８
年底至１９６１年夏初，在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农村实行 “公共食堂”，人们集中就餐。初期生活

尚可，后因粮食不足，以红苕、蔬菜为主食，米、

面为辅，兼以野菜、米糠等代食充饥。 “公共食

堂”撤销后，恢复家庭作炊习俗。随着粮食的增

产，民众生活开始改善。１９７８年后，城乡居民生
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普遍以大米、白面为主食，玉

米、红苕为辅，副食品种增多，猪肉实行敞开供

应，食用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牛奶、豆浆、

鸡蛋、面包等开始普及。举办酒宴的明显增加，菜

肴丰盛，一般为二十道菜左右。城镇开始出现高档

饭店、酒店，民间小吃品种丰富，北方水饺、拉

面、火锅等也在境内流行。１９９２年，取消非农业
人口粮油票证，粮油供应和价格实行市场调节。随

着经济的发展，粮食和肉类、蔬菜等副食品供应充

足，农村大都将玉米、红苕当饲料，不再作为口

粮。城镇居民饮食讲究营养搭配和色、香、味、

形，酒席菜肴用料由传统的猪肉逐渐向牛、羊、

鸡、鸭、鱼肉和海鲜、野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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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民国时期，贫苦人家多住草棚、篾
棚，低矮狭窄，多数仅能容下床铺。稍好一点的人

家住草房，多为板筑土墙，竹木捆扎屋架，稻草或

麦草盖顶。有的草房芭茅或高粱、玉米稿秆捆扎成

墙，不挡风寒。中等人家多住木质穿逗结构的瓦

房。乡间瓦房多为三间或曲尺结构，中为堂屋，堂

屋后和左右为卧室、厨房。牛栏、猪圈一般挨近厨

房修建。除堂屋、左右厢房外，堂屋正对面为朝

门。城内街房多为一楼一底结构。临街铺面为店

堂。店堂后有堂屋、卧室、厨房、厕所等。有的商

号临街开店，后屋开设机房或作坊。富豪人家住四

合院，室内和天井中放有花草盆景，有的房后还辟

有花园。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度推广乱石块砌墙的
“干打垒”简易建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城区所
建住房多为砖混结构。一般都是三间一厨或两间一

厨。有阳台，室内墙壁皆用石灰粉刷。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后期，改用内墙涂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修建的
住房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一般都分有客厅、居

室、厨房、卫生间等生活配套设施。条件较好的厨

房、卫生间使用瓷砖贴墙，地面铺玛赛克。客厅地

面铺地板砖，内墙使用涂料或贴墙纸。农村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后，出现 “建房热”。新建农房多为砖

混结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城区房屋建筑规格档次
进一步提高。三室两厅、四室两厅的居室增多，错

层式、跃层式房屋和别墅相继出现，装修格调亦不

断提高。农村住房由瓦房向钢筋混凝土楼房转变，

城郊和农村建有一批独具特色的 “小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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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国时期，居民外出多是步行或搭
乘木船。官、商、绅多乘坐轿子、滑竿或骑马。每

年除夕之夜，城乡居民在祭祖辞岁之后，备香烛纸

钱和 “刀头” （方块猪肉）、水酒等祭品，在院坝

里或路边、街边设祭，祈求保佑来年外出旅行平

安，称为 “出天行”。出门远行，须择吉日起程，

亲友设酒宴送别，称为 “饯行”。外出所带行李衣

物，多用一幅 ３尺见方的布帕，对角包裹，俗称
“包袱”。富商外出则带上箱笼，雇力夫挑运。一

般外出者都要带上纸伞或布伞。民间有谚语 “晴

带雨伞，饱带饥粮”，小商贩或苦力外出，多带上

斗笠和数双草鞋，每天步行约３０～４０公里。入夜
一般在路边小店或场镇旅店投宿。客店门外挂有灯

笼，一般均写有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等

联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修通主要公路干线，南
充至龙门、青居等地客运轮开航，建立民用航空

站。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建立公共汽车站，自行车逐
渐普及。居民外出多选用汽车、轮船、飞机、摩托

车、三轮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外出旅行者所带

行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多盛行帆布挎包。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多用帆布提包或人造皮革提包。一般为条形，

手提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自行车仍是上班族的主
要交通工具，中、小学生骑车上学，短途旅行也常

用。市内公共汽车由２路增加到９路，其中有２路
专线车。机动三轮 （摩托）车、中巴车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在市内一度增多。１９８４年城内开始出
现１０余辆人力三轮车。到１９９３年已发展到近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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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１９９０年，市内出现 “的士”。１９９３年统计，市
内各类私人营运机动车辆近１０００辆。市内私有各
类各型摩托车增多。有的亦在街头招揽载客，称为

“摩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１０年，女士轻便摩
托出现。长途客车中、夜班车、卧铺车增加。由于

长途汽车公司增办飞机、轮船、火车联运业务，方

便乘客，所以南下北上乘坐飞机、轮船、火车增

多。外出旅行用手提包、马桶包、旅行包、旅行

箱、密码箱。

【节日习俗】　南充民间甚为看重春节、元
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元旦、七

夕、七月半、腊月初八也是节庆之日。各地各个节

日纪念风俗各异。

�§

　春节，古称元旦、新年，民间称为过
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最热闹、最具传统特色的

节日。一到腊月各家便开始准备过年了。打扫扬

尘，换洗被褥，缝新衣，做新鞋，腌制腊肉，磨面

碾米，忙于筹办年货。无猪可杀的贫苦家庭，也想

尽办法使过年时有点肉吃，故农村有 “红萝卜，

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娃儿想吃肉，老子没得

钱”的民谣。腊月十六起，官府衙门封印，称为

“倒衙”。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改为一年中最后一个
“牙祭”日 “倒衙”，故称这天为 “倒牙”。这一

天，雇工、学徒、管账先生均结清工资回家过年，

一切债务也于这天起讨还结算。腊月二十三 “祭

灶”后，各店铺、作坊开始封斗挂秤，停工歇业，

各家贴春联、挂年画、悬彩灯，年节气氛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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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三十 （月小二十九）为岁末，俗称 “大

年三十”、“除夕”，也有称 “三十夜”的。这天，

家人团圆，出门在外者尽可能赶回家里与亲人相

聚。若无法回家团圆，家人均引以为憾。中午

（也有晚上的），各家吃团年饭，菜肴丰盛，必有

鸡、鱼 （谐音 “吉”、 “余”）和猪头肉及猪尾

（喻事有始有终），习惯慢吃、慢饮，有的至夜方

休，故称年夜饭。岁末辞年，各地均有祭神、祭祖

的习俗，上午、中午或下午，时间各异。除夕夜，

晚辈给长辈辞岁 （作揖磕头），长辈给晚辈发压岁

钱；合家围火取暖、叙旧话新、老少共娱、伴灯不

眠，称为守岁。子夜 （零时） “出天行”，亦称

“发天烛”，城乡、四邻鞭炮齐鸣，迎接新年。

正月初一，俗称大年初一，讲究早起、早吃

饭。早饭各地习俗不同，大都吃汤圆或面条 （取

合家团圆或招财进宝、幸福绵长或风调雨顺之

意），也有吃干饭、水饺的。早饭后，人们衣帽一

新，或赴场镇、寺庙游玩，或三五成群摆龙门阵，

或打秋千、踢毽子，或相邀近邻打牌、下棋。正月

初二起，亲友之间送往迎来，互相拜年。小孩及新

婚夫妇到亲友家拜年的，亲友必送拜年钱。一般民

众从正月初二到十五，都是游乐休闲的日子。有的

地方还排有动物和人的吉日，即一鸡、二犬、三猪、

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蚕、九龙、十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法定春节放假３
天，但各地大都从腊月二十九即开始放假，假期延

续至正月初七或初十不等。１９５８年和 “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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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期间，曾一度只放假一天，正月初二即要求

农民出工干活，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称之为过

革命化春节。其后，逐渐恢复春节传统习惯。在外

工作、打工、上学的也多返家过春节，以至形成

“春运”高潮。各地党、政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举行

各种形式的茶话会、团拜会，慰问老红军、老干

部、军烈属和贫困家庭，驻军与地方开展拥政爱

民、拥军优属活动，城乡各处张灯结彩，彩旗飘

扬。大年三十吃团年饭、发压岁钱、放鞭炮等习俗

依旧。除夕夜，家人齐聚一堂，辞旧迎新。１９８５
年后，随着电视的普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

会节目引人入胜，欢声笑语，溢于户外。午夜十二

点，新年钟声敲响时，室外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

齐放，光亮如昼。正月初一起，各地多组织大型游

街活动。人们看文艺表演、贺年、游玩、聚餐、走

亲访友，一派欢乐祥和。

¨©§

　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名 “上

元节”，南充境内有称 “灯节”、“灯会节”的，还

有称 “大年”、“小年”的。清代和民国时期，南

充境内各县城和一些场镇多于元宵节期间举办灯

会，正月十三至十五，街头都有狮子、龙灯、旱

船、连霄、高跷等列队表演。一些狮子、龙灯还向

各商号、民户拜年，富户均封发 “年礼”，一般民

户则放喜钱作小礼。出 “礼”重者，狮子、龙灯

即在其门前或院中表演一番。正月十五晚尤为热

闹，满街灯火通明，锣鼓声声，爆竹阵阵，各种表

演队伍均上街巡游。耍火龙者头戴竹笠，裸身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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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只穿短裤，舞龙游街，两侧围观的一些人手持

焰火筒，向耍龙者喷放烟花。火龙翻滚，烟花四

溅，众人喝彩。最后，表演队伍齐聚空旷之地，数

十条火龙翻腾起舞，上百支烟花筒火花飞溅，锣鼓

喧天，鞭炮齐鸣，“烟火架”燃放五彩缤纷的烟火

图案，闹元宵至此结束。有的地方则接着举行

“龙灯扫街”，以求扫邪恶、保平安。 “扫街”后，

将龙灯焚烧于野外。正月十五晚，普遍习惯吃元宵

（汤圆），也有吃最后一顿年饭的习惯，称为 “送

年”，表示春节至此过完。正月十六有游山的习

俗，据说此日游山，可去百病，故称 “游百病”。

解放后，元宵节期间多举行舞狮、龙灯、车

灯、秧歌、腰鼓等上街表演。１９９５年后，各地每
逢元宵节，机关、单位、居民户挂宫灯、红灯笼，

城区高大建筑物和商业店铺打开霓虹灯、电子礼花

灯、电子声控灯、射灯等现代化灯饰。街头活动除

狮子、龙灯、车灯、旱船等传统形式外，各学校、

机关、单位多组织鼓号队、舞蹈队、模特队、彩旗

队，并配以地方名特产品的广告宣传。

>ª§

　清明节是民间的祭祖日。清代和民国
时期，每逢清明节，南充境内民众均带上香烛祭品

及纸扎坟标到亲人墓地祭祀，俗称 “上坟”、 “挂

坟”。家族宗祠多举办 “清明会”，在祖先坟地聚

会祭拜后进餐。有的地方在清明前十日内祭祖扫

墓，在清明后十日内为无后的亡亲亡友扫墓，故有

“有儿有女前十天，无儿无女后十天”之说。解放

后，宗族组织消失，停办清明会，祭祖、上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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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１９７８年后，扫墓、上坟习俗逐渐恢复。每
逢清明节，人们多携带香烛、鞭炮，到亲人墓地烧

纸祭祀。机关单位、学校于清明节组织祭扫烈士

墓、敬献花圈等活动。

«¬§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 “端

阳节”，历史上曾称端五节、重午节、天长节、五

月节、龙船节、解粽节、粽包节、浴兰节、地腊节

等等。清代民国时期，每年端午节，南充境内民众

家家于门枋或房门两侧悬挂菖蒲、陈艾，以驱邪除

秽，用菖蒲、艾叶、八角枫叶等熬水洗澡，以防皮

肤病，还有的地方为小孩佩戴 “灵符”，以避邪

祟；正午时刻，传说五瘟下界，家家关门以避。中

午习惯吃粽子，饮雄黄酒，并将杯中沉淀的雄黄抹

在小儿额心、肚脐、耳心等处，还在床下、屋角和

房屋四周洒雄黄酒，以避虫、毒。有些地方新婚夫

妇给岳父母 “送节”，称为 “拜端阳”。岳父母回

送草帽或伞扇。嘉陵江沿岸各县城和一些场镇常举

行龙舟竞赛，俗称划龙船。每逢龙舟赛，沿江两岸

人山人海，江中彩船四泊。参赛龙舟前有指挥 １
人，中有鼓手１人，两侧为桡手１０余人。一声炮
响，群舟竞发，每船指挥挥小旗领喊号子，鼓手咚

咚击鼓，桡手随着号子和鼓声节奏奋力齐划，江边

观众呐喊助阵，欢声雷动，至领先的龙舟夺标为

止。龙舟赛结束后，多举行抢鸭子活动。以抢得多

的为胜而获奖。解放后，端午节仍为民间重视的传

统节日，挂菖蒲、陈艾，吃粽子的习俗沿袭不变，

喝雄黄酒者渐少，部分年份仍举行龙舟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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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

　农历七月十五为道教的 “中元节”

和佛教的 “孟兰盆会”，民间称为 “七月半”，也

称 “鬼节”。俗传此日 “冥府开禁，鬼魂过年”，

鬼魂均回各家与家人相聚，故有 “七月半，鬼乱

窜”之说。清代，中元节祭扫活动比清明节更盛。

民国时期，七月半祭祀活动沿袭不变。各家设酒

馔，烧符纸祭奠祖先亡人。符纸封面上写收受人的

班辈称呼和姓名，收受的封数、化纸者的姓名及时

间等。富裕人家从七月十五日起连日办酒席，焚香

祭祖，七月十七日下午焚烧纸钱和冥包。还有在江

边、路边烧纸钱饬饷 “孤魂野鬼”的。佛教寺庙

还举办孟兰盆会，城隍庙做道场，以超度亡魂。解

放后，破除封建迷信，七月半祭祖、祭鬼的礼仪逐

渐淡化，仅个别地方存在烧纸钱的现象。１９９５年
后，七月半烧纸钱的逐渐增多，民众多带香烛，于

户外随便选一僻静处，焚香化纸祭奠祖先及亡人。

hú§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民间多称
“八月十五”。清代和民国时期，南充境内中秋节

主要有祭月、赏月、吃月饼和烧 “香油”、 “偷

瓜”、“送瓜”等习俗。八月十五中午，民间大都

办酒席并吃糍粑和月饼。入夜，家家备果品、月

饼、糍粑设案祭月，然后家人团聚赏月，吃月饼。

有的地方人们还选大柚一个，遍插细香，由小儿抬

着巡游，然后点燃细香，挂在树上或高杆上，也称

为祭月。还有些地方婚后无子之家，于中秋夜偷摘

他人冬瓜、南瓜，或亲友偷摘后用红绫包裹 （也

有不包裹的），由两小儿提灯引路，另两小儿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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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放于床上。此俗以破瓜得籽而寓得子。也有用

泥捏小人两个，以红绫包裹，由两小儿送至无子之

家，置于床上，称为 “送子”。解放后，中秋节家

人团聚，吃月饼、糍粑、赏月的习俗相沿不变，焚

香、祭月和 “偷瓜”、“送瓜”、“送子”的习俗逐

渐消失。

®§

　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古时，人们
对重阳日特别重视，多视为吉日，有登高、赏菊、

饮菊花酒、食糕、佩茱萸等习俗。清代和民国时

期，南充境内民众多于重阳节登山秋游观景和赏

菊。有的地方民众习于当日用糯米做醪糟和烤烧

酒，说这天做的醪糟，烤的烧酒味纯香甜，久不变

味。解放后，“重阳登高”一度废弃。１９７９年后，
秋游和重阳登山活动逐渐恢复。１９８６年，根据中
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的建议，中国政府决定每年

农历９月９日为中国老年节。此后，每年九月初
九，既是传统的重阳节，又是老年节，南充各地多

举办菊展、书画展，各机关、单位和团体多组织职

工开展登山活动。

¯°§

　农历腊月初八为腊八节。腊八节的主
要活动是供奉天帝，祭祀神灵、祭奠祖先、祭鬼禳

灾等。传说头撞不周山的共工氏的儿子死于冬至，

死后变成撒布瘟疫的鬼。这个瘟疫鬼天不怕地不

怕，单怕赤豆，故民间有冬至食用 “赤豆粥”的

习俗。后来佛教传入，传说农历腊月初八为释迦牟

尼得道成佛之日，各佛寺用香米及杂粮煮 “五味

粥”供佛。此后，民间食 “赤豆粥”和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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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粥”习俗逐渐融合，成为民间腊八节的习惯

饮食，即 “腊八粥”，俗称 “腊八饭”。清代，宫

廷亦煮腊八粥奉献皇帝，分赐朝臣和喇嘛。民国时

期，腊八节习俗仅存吃腊八粥，其他祭祀活动大都

废弃。解放后，每逢腊八节，民间仍喜吃腊八饭，

多用白米、糯米、豆类、花生、腊肉颗等熬成，大

都习惯凑够八样。

【婚嫁习俗】　在旧式婚姻缔结中，要经过说
媒、相亲、合婚、订婚、过礼、请期、迎亲、婚

礼、闹洞房、回门等诸多环节，各个环节有或简或

繁的礼仪。有些礼仪在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中也不

同程度地存在。

±²

　清代民国时期，南充各地有以说媒为业
的 “媒婆”、“红爷”。男女双方经过媒人说合结成

连理。媒人可以主动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也可受

人之托，成人之事。说成一桩媒，媒人可得到男家

一笔谢媒礼。如男到女家，则由女家支付。谢媒钱

的多少，由主家视经济状况自行决定，无论多少，

均用红纸包好，称为 “红包”。谢媒礼一般在成亲

前一天，连同送媒人的其他礼品一起送到媒人家，

媒人第二天便前往引导接亲。解放后，南充以说媒

为业者逐渐减少，男女婚姻多由亲朋好友介绍，牵

线搭桥。这些人一般被称为 “介绍人”，也有按旧

俗称 “媒人”、“红爷”的。婚姻成功后，一般也

以钱、物对介绍人表示感谢。１９８０年后，不用介
绍的自由恋爱逐渐增多，婚姻介绍所、征婚广告等

新的婚姻媒介形式也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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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民国时期，男女婚姻经媒人说媒
后，双方一般都提出 “看一看”。男方在媒人带领

下到女方家里作初次访问的活动称为 “相亲”。相

亲的日子由媒人决定并通知双方。相亲时，男方须

带一些礼物，礼不在多，表示心意则可。如果女方

父母留男方进行款待，一般说明已得到女方的认

可；若迟迟不备饭菜并任由男方告辞出门，则说明

婚事无望。反之，如男方不愿接受款待，执意告

辞，说明男方对女方不满意；若男方欣然接受款

待，结局多是皆大欢喜。解放后，相亲习俗仍在民

间传承，但形式逐渐发生变化。经介绍人撮合的男

女青年，普遍在介绍人提议下择时择地见面，互相

介绍情况，审视斟酌一番后决定是否发展关系，其

意见多由介绍人转达，也有按旧俗到家中相亲的。

１９８０年后，自由恋爱增多，恋人们在相处一段时
间后，主动或应父母之邀，先后到男女双方家中与

家人见面，双方父母或家人自然是品头论足、权衡

比较一番，但多是按照儿女意愿行事，也有与儿女

意愿相悖，以致发生分歧和矛盾的。１９９５年后，
自由恋爱和介绍婚姻多由男女青年自主决定，相亲

习俗逐渐淡化。

´µ

　俗称 “合八字”。清代民国时期，婚姻

不仅以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依据，而且重

视男女双方属相，“八字”是否相合，故在说媒之

后还需进行问名 （亦称问庚）、合八字 （亦称合

庚），考察双方缔结婚姻的可能性。这一做法，称

为 “合婚”。问名一般请媒人持帖去问女方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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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庚八字，还包括问清女子是正室还是继室所

生，是亲生还是收养等情况，有的地方男女均交换

生庚八字。收到生庚八字后，男方 （有的地方是

男女双方）便请算命先生合男女八字，如无 “相

克”之处，便将男女双方的 “八字单”压在家中

堂屋神龛的香炉之下或贴置神龛磐中，三日 （有

的为七日）内若无家人病痛、鸡鸭死亡、打烂东

西等破败现象，便视为吉祥姻缘。也有在此之后再

请算命先生合八字的。若八字相克或有破败现象，

则视为不吉，婚事只好作罢。同时，还流行由八字

演变的 “生肖合婚”。生肖是用十二种动物来配十

二地支，形成人的十二属相，即：子鼠、丑牛、寅

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

鸡、戌狗、亥猪。由生庚八字，一望可知人的属

相。“生肖合婚”即以属相合与不合判定婚姻是否

相宜。民间流行俗谣较多，相合的如 “兔狗古来

有，马羊寿命长，鼠牛两兴旺，牛猪喜洋洋，龙鸡

更久长……”；不相合的如 “白马怕青牛，羊鼠一

旦休，蛇虎如刀断，龙兔泪交流，金鸡怕玉犬，猪

猴不到头”，等等。解放后，合婚之俗曾一度消

失，男女婚嫁只讲人品、家境，不讲究八字和属

相。１９８０年后，合婚旧俗又逐渐在民间抬头，一
些人在自己儿女耍朋友、谈恋爱后，问清对方出生

时间和时辰，暗地找算命者为其合八字，或以属相

论是否相合。如八字、属相相合，心中自然坦然相

待；如不相合，多告诫儿女作罢。如儿女不信此

道，坚持恋爱关系，也只好顺从。一些经介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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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女青年，常因八字、属相不合而分手。

¶µ

　订婚即男女双方决定缔结婚姻，传统婚
俗 “六礼”中称为 “纳吉”。合婚之后，男方备礼

用红帖开庚由媒人送往女家；女家也用红帖写上女

子姓名及生庚八字照礼回复，此俗称为 “换庚”、

“开红庚”。换庚之后，即示订婚，男女双方都受

社会伦理的约束，若要解除婚约，需经双方协商或

外人调解，不能随便行事。因此，人们对换庚格外

重视，富裕之家大都宴请亲友以示庆贺。解放后，

订婚一般在男女双方相处一段时间后进行，多由双

方父母家人议定，换庚之俗逐渐消失。１９８０年后，
男女青年耍朋友、谈恋爱期，一般不专门举行订婚

仪程。适当时候，双方父母、家人便催促儿女商订

婚期，订婚习俗淡化乃至消失。

·¸

　过礼俗称 “送彩礼”、“送聘礼”，传统

婚俗 “六礼”中称 “纳征”，是男女双方进入婚姻

阶段的重要标志。过礼一般在订婚后进行，也有在

迎亲前夕送礼的。男家去女家送聘礼，必须选择偶

数吉日，由媒人和男方父母与亲戚前往。聘礼宜取

吉祥语，数量宜双忌单。如果女家准备结婚时备办

丰厚的嫁妆，可全部收下男方聘礼，只取其中一小

部分作为给男家的回礼，如今后不打算陪送丰厚的

嫁妆，便很客气地收下男家小部分聘礼，大部分以

谢礼的名义退还男家。也有女方借聘礼之名向男方

索取钱财的。解放后，送聘礼的习俗仍在南充民间

传承，也有新事新办，不送聘礼，由男家置备生活

用品的。１９７０年后，女方多要求男方置备 “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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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

１９９０年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男方多主
动置备成套家具和彩电、冰箱、洗衣机、ＶＣＤ、组
合音响等。如男方购买或建有房屋，生活用品则多

由女方置备。一些按旧俗送聘礼的，礼品大都为现

金，数量视男方经济状况而定，少者数千元，多则

数万元。

¹º

　请期为传统婚俗 “六礼”之一，俗称

“订期”、“下期”。请期，男家多请人占卜择定结

婚的吉日良辰，让媒人告知女家，求得女家的同

意，然后双方各自备办婚事，有的地方女子多由亲

戚请吃 “嫁饭”。请期与合婚大体相同，主要根据

男女双方的八字与属相选择适当的迎娶吉日和迎

亲、送亲之人，不能犯男女双方的八字和属相忌

讳。迎娶时间多为双月双日。解放后，自由恋爱和

介绍婚姻均保留请期习俗，大都称为 “定期”、

“定日子”，多由双方父母、家人议定，请人占卜

择期的做法一度消失。１９８０年后，一些人家男女
婚嫁又有请人占卜定期的，１９９０年后逐渐普遍。

»³

　迎亲即新郎和接亲之人去女家迎接新
娘，俗称 “接亲”。新郎到女家时，女家的人出门

相迎。新郎进门后献上礼品，礼貌地接走新娘，迎

往家中。清代和民国时期，男女双方均于婚礼前一

天晚饭时就宴请宾客，有的地方称 “请支客”。男

家迎亲队伍于晚饭前到女家，女家鸣炮相迎。当

晚，新娘哭嫁，有的地方在此之前就开始哭嫁。如

果不哭，新娘会被认为无家教，一心想嫁人。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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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亲友和别家姑娘陪哭、代哭的。哭嫁有一定的格

式，俗称 “哭嫁歌”，“坐堂歌”，新娘多于事前找

人教会。第二天早饭，女家 “正请”，大宴宾客

（中午设宴 “送支客”）。宴后，新娘参拜祖宗神

位，拜辞父母。然后，戴凤冠霞帔，红绸盖顶，由

亲兄弟背上花轿或搀扶上轿。一些地方还在新娘侄

辈中选一父母双全的童子同坐花轿，俗称 “压

轿”、 “坠轿”。新郎则多由女家请滑竿随花轿送

回。送亲人数多根据接亲人数对等而定。迎 （送）

亲队伍返回时，一般是媒人在前，花轿居中，嫁妆

在后，最后为送亲、迎亲者。嫁妆在路上要尽量全

部亮出，以示体面、排场。路上行人，车马见花轿

都要主动让路，官轿迎面相遇，也得让路。新娘中

途不能下轿，有的地方花轿在中途不能落地，由轿

夫轮换抬轿。花轿到男家时，鞭炮、鼓乐齐鸣，男

方姑、婶开轿门，扶新娘下轿至堂屋拜堂成亲。解

放后，迎亲逐渐不用花轿，礼仪也不断简化，迎

（送）亲人员和新郎、新娘均步行往返。１９８５年
后，城镇一些人办婚事，多借 （租）用小汽车接

亲，一般是新郎、新娘同乘一辆汽车、接 （送）

亲人员分乘若干辆汽车。１９９５年后，农村接亲礼
仪也逐渐讲究起来，个别地方复用花轿接亲。

µ¸

　婚礼俗称 “拜堂”，是婚姻礼仪中最重

要的环节，男女拜堂后才为正式夫妻。新娘接到男

家，要行 “回车马”仪式。俗传姑娘出嫁，死了

的祖宗也要来送，故要将其送回。届时，男家司仪

点蜡烛、放鞭炮，抓米撒向花轿及四周，口念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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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赞词。然后杀雄鸡一只，将鸡血环洒花轿一周，

一直洒到新房，并以一片鸡毛沾鸡血贴在新房门

上，据说这样可以驱邪。行过 “回车马”仪式后，

便开始拜堂。吹鼓手奏乐，在司仪引导下，举行

“升舆”、“停舆”、 “卷帘”、 “出舆”、 “踏宅”、

“登毡”等仪式。新娘踏过米筛，步入花堂。花堂

正中靠墙的桌前，铺大红地毯，新郎先从左边踏

上，一步一步地踏一个圈，表示 “脚踏四方，年

年买地方”。随后新郎、新娘一左一右双双站在地

毯上。司仪喊 “一拜天地”，二人向屋外叩拜；

“二拜高堂”，二人转身敬拜父母； “夫妻对拜”，

新郎、新娘面对面相拜； “送入洞房”，新郎一手

拿 “长命宝贵灯”，一手与新娘共携红绸缎，双双

进入洞房，也有的是孩童提灯前导。洞房里红烛高

照，新郎为坐在新床上的新娘揭开 “头盖”，二人

共饮交杯酒。稍后，二人洞房拜客。长辈受拜后，

当场赏钱，称为吃 “喜酒”。晚上也要照摆酒席。

酒席上，新郎、新娘由父母带领向客人一一敬酒。

新房由多福的妇女 “铺床”，把枣子、花生、桂圆

等撒到床上，祝愿早生贵子。边铺边念诵：“铺床

铺床，儿孙满堂，先生贵子，后生姑娘。”民国时

期，城内开始有人到教堂举行婚礼。解放后，城市

青年大多举行简单结婚仪式，请亲友吃喜糖或喝喜

酒，农村保留旧俗较多。

¼Zq

　旧时，新婚夫妇结婚的三天内，除祖
父母、父母外，其他人不论长幼、不分男女，都去

大闹洞房，故有 “三天无大小”，“三天不分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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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闹洞房时，新郎、新娘并坐床沿或同坐一

凳，大家围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些笑话，甚至

不堪入耳之词。有的还请新娘唱歌、跳舞，或故意

为难，甚至作出一些粗鲁动作，弄得新娘面红耳

赤。当然，闹洞房的人也要对新郎、新娘说一些吉

利语，如 “新郎新娘，白头到老，地久天长”。闹

洞房大都到深夜才散。解放后，闹洞房习俗仍在城

乡流行，只是形式、内容逐渐简化。

½e

　新婚夫妇结婚后，需即时回娘家，俗称
“回门”。一般不在娘家过夜。回门时间各地不一，

有当天的，也有第二天的，有的地方，新娘在婚后

第七天，由娘家兄弟接回。住１０天，再由丈夫接
回，俗称 “回七”；也有在第九天回娘家的，住上

九天再由丈夫接回，俗称 “住九”。有的地方丈夫

接妻子回家时，要带上礼物，三催三请。女方家设

宴款待，不等席完，新婚夫妇就辞别而去，要赶在

星月出现前回家，以免将煞星带回家。解放后，回

门习俗在南充农村仍普遍存在。

【生育习俗】　南充民间自古存在报喜、取
名、洗三、满月、开荤、抓周、寄拜等生育习俗。

¾¿

　清代民国时期，婴儿出生之后，女婿要
赶紧到女方娘家报喜，其讲究各地不同。有的地方

女婿要带上染成红色的鸡蛋即 “喜蛋”，喜蛋为单

数表示生男，是双数则表示生女。有的地方则是提

鸡报喜，生男孩提公鸡，生女孩提母鸡，一看便

知。还有的地方女婿提一壶酒，壶嘴拴红布条，壶

盖上饰红须并贴一 “喜”字。解放后，报喜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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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充农村仍存在。

ÀÁ

　小儿多在其出生后由父母或者其他长辈
取名，有的还找一位长寿老人或 “福大命大”的

人取名，以图吉利。农村中，不少父母一字不识，

有的干脆就以 “小狗”、 “大牛”、 “老三”、 “老

五”等称呼。有的女子直到长大后还没有名字，

只称为 “某氏”，出嫁之后随夫家姓。如原姓刘，

丈夫姓周，即称为 “周刘氏”。民间取名还要依照

宗谱中辈分排行，同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一字或最

后一字，都用代表辈分的字。民间还有起乳名的习

俗。有的以动植物命名，如 “黑牛”、“豆豆”；有

的取吉祥意，如 “大龙”、“小龙”。还有以出生顺

序排列称为 “老大”、“老二”、“老三”等等，而

另外的人称呼时常在其前面加姓，如 “李老大”、

“张老二”、 “刘老三”等等。还有把男孩叫做

“娃”的，如喊 “二娃”、“四娃”等等。为了消灾

免祸，也有给小儿取贱名的，即故意取一个难听、

不雅之名，如 “狗儿”、 “耗子”、 “笨牛”、 “黑

娃”、“丑丑”等等。

Â0

　清代民国时期，婴儿出生的第三天，要
为其洗澡，称为 “洗三”。洗儿时，浴盆中要放入

喜蛋、金银首饰等物。洗毕，有的还用喜蛋在婴儿

头额摩擦，以求不生疮疥。洗三这天，外婆和远近

亲友都来祝贺，送上鸡、鸡蛋、红糖等，并致以各

种问候。主人把婴儿抱出来给大家看，客人们逗逗

小儿，说一些吉利的贺喜话。外婆则要给婴儿银

钱，有的还送金圈，并说：“外孙才把外婆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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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外婆笑连天，我想打发银不便，金圈一支望海

涵。”主人随即请亲友们吃醪糟蛋和红蛋，宴请宾

客。亲友们走时，每人还要带上几个红蛋。这就是

“三朝酒”，又称 “打三朝”。喝三朝酒的客人多半

是妇女，民间有 “男不打三朝”之说。解放后，

“洗三”习俗仍在民间流行，其礼节和 “打三朝”

逐渐消失。

Ãý

　清代民国时期，婴儿满月之日，民间习
惯办 “满月酒”。届时，外婆和亲友纷纷携带礼品

来看望小儿，主人则设宴款待。外婆或舅舅还要抱

着婴儿到大街上或邻居家里走一走。到婴儿４０天
时，要为其剃头。剃头时，婴儿由他人抱住。父母

不得在旁边。剃下的头发搓成团，用红绿花线拴起

来，挂在堂屋高处。也有将胎毛包入面团内用火烧

后埋掉的。解放后，办 “满月酒”习俗仍在南充

民间流行。

�Ä

　清代民国时期，婴儿长到一定的时候，
要举行开荤仪式。时间有的在１００天，有的在５个
月，也有在半岁或７个月的。届时，主人家办好酒
席，请来德高望重的老人，用筷子蘸点酒和菜，抹

到小儿嘴唇上，边抹边说吉利话，如 “吃点酒，

天长地久；吃点油，穿缎穿绸；吃点肉，多福多

寿；吃点饭，家财万贯”等等。说完，还要给小

儿赏钱以示祝贺。此后，小孩就可以吃饭吃肉了。

开荤之时，邻里亲朋多送来礼物，其中百家衣最受

欢迎。百家衣是一种为婴儿祈寿的服饰，用各家各

户的碎布作成。“百家”是形容敛布的人家越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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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最好是一百家，但也不是非一百家不可。人们

认为，婴儿穿了这种碎布 （“百碎”寓意为 “百

岁”）作为的衣服，能够免除灾难，长命百岁。解

放后，南充民间仍有开荤之习，仪式、礼物、酒席

则皆免去。

ÅÆ

　清代民国时期，当小儿满周岁时，要行
“抓周”之礼。先为小儿沐浴，穿上新衣。然后陈

列各种玩具和各种生活用具，诸如文房四宝、道释

经卷、珍宝玩物、彩绸花朵、秤尺剪刀等等，将小

儿置于其中，任其抓取。人们从小儿抓取的物品，

预测其将来的志向和前途。抓周仪式十分隆重，被

称之为 “小儿之盛礼”。解放后，南充民间仍有抓

周之说，但多不施行，偶有抓周之举，也为取乐而

已。

Ç�

　寄拜又称拉保爷、拜干爹等。清代民国
时期，孩子如体弱多病，家人便请算命先生推算其

生辰八字，在五行中有无残缺或相克。如有残缺或

相克，则托人为孩子找一个五行无缺的人做 “干

爹”。如犯关煞，则于桥头、岔路口设酒食，拉一

个过路人食用，并让孩子拜其为 “干爹”，请他为

孩子去关煞。解放后，南充寄拜之俗仍存。

【丧葬习俗】　南充民间自古存在准备后事、
送终、入殓、报丧、停灵、成服、吊丧、点主、闭

殓、出殡、服丧、烧七等丧葬习俗。

ÈÉÊË

　清代民国时期，南充富裕人家当父
母进入衰年后，就要为其准备 “后事”，也有老人

自行筹备的。所谓后事，一是 “寿木”，即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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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老衣”，亦称 “寿衣”，即人死后穿的衣服。

老衣一般用棉布制成，不可用皮毛，怕来生为兽；

也不用缎子，“缎”与 “断”音同，“断子”是不

吉利的。一些富豪之家还请阴阳先生看好墓地，用

石料砌为墓穴，称为 “生基”。解放后，备 “寿

木”、“老衣”的习俗仍在民间流行。

�Ì

　老人临终时，总是希望能与自己的亲人
见面作诀别。在外地的子女闻知老人病危，也要回

家为老人 “送终”。临终者往往嘱咐后事，或写书

面遗嘱。子女守候在老人床前，直到 “落气”。旧

俗认为，人死后床上蚊帐就是罗网，死后躺到床上

等于受刑。所以当人一断气，就要立即将尸体从床

上抬下，置于木板或凉床上，仰卧，手脚伸直，以

布或纸掩其面。在一些地方，人快断气的时候，就

将其从床上抬到椅子上坐着，脚踩米升子。同时，

把屋顶的瓦揭开一匹，若是草房也要戳个洞，以便

于灵魂升天，俗称 “出煞”。并用草纸贴在神龛的

“天地君亲师”牌位和左右门神上，以避免秽气。

子孙则跪在死者面前，放声痛哭，并为其烧 “倒

头纸”，以便死者在阴间的路上用。一些地方还在

人死后鸣放一串 “落气炮”。另一些地方在庭前悬

挂出白纸制的 “望山钱”，死者年龄多大，就挂多

少张。接着用温水擦洗死者身体，称 “净身”。男

要剃头，女要梳发。然后给死者穿上老衣、鞋袜，

老衣穿单不穿双。

ÍÎ

　将死者装入棺材俗称 “入殓”。入殓

时，先在棺材内铺一层锯木屑，或者将松香熬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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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棺材内，再垫上一些旧衣被，铺上新垫单，把

死者抬入棺内，将少许碎金散银放入死者口中，有

的还要放入茶叶。其时子女都要在场。民俗以为，

人死后即到阴曹地府。去阴间之路，一片漆黑，故

要在灵柩之下，点一盏灯为为照明，俗称 “路

灯”。通常是在一个粗碗内装入菜油，用灯草或棉

花条做灯芯，昼夜不熄，直至出殡后才将其翻扣在

地。传说阴曹地府遍设关卡，如果没有引路者，守

关卡的鬼卒便不放行，因此还要请来道士为死者

“开路”，发给 “路引”。烧过的路引灰和倒头纸灰

一般用纸包好，随棺埋葬。解放后，除火葬和请道

士做法事外，入殓习俗仍在南充民间流行。

¾Ï

　清代民国时期，人死后 “丧主”要发

丧，男死先报族，女死先报舅。一般由死者家属戴

孝到亲戚家，一见长辈便叩头，报告死讯，也有的

是发 “讣告”。讣告有一定的格式，一般是长子署

名，如长子不在，便由长孙署名。父亡母在称

“孤子”，母亡父在称 “哀子”，父母双亡则称 “孤

哀子”。有的人家是人死后即发 “哀启”，报告死

讯，待葬日择定后，另发讣告。有的还发 “行

状”，叙说死者生平德行。解放后，报丧之俗发生

变化。机关、单位中的人去世，通常由单位成立治

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张贴或发送讣告，讣告写明

死者姓名、工作单位、简历，有的还要对死者作出

简短的评价，同时通知向遗体告别的时间、地点。

民间，即由家人通知亲友，一般不发讣告。南充农

村旧时发丧习俗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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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民国时期，丧家在堂屋设置灵堂，
安放灵柩，男性死者灵柩放堂屋左边，女性死者灵

柩放堂屋右边。供人悼念。灵柩前用白布作幔，其

上挂死者遗像，其前设案桌，案上置灵位，有的还

将灵位置于纸竹扎糊的 “灵房”内。灵位两旁摆

有纸扎的 “金童玉女”，俗称 “陪灵娃娃”，案上

还摆有烛台、香炉、果品等。一些仕宦之家还在屋

宇西阶竖立白绸或黄绸的 “铭旌”，上写死者的最

高官位或学位。解放后，南充一些人家仍在家中设

置灵堂，或在街檐上临时搭棚作灵堂。也有一些人

家不设灵堂，直接将死者从医院送到火葬场或墓

地。

Ñu

　旧时礼制，人死三日后丧家上下都要
“成服”，即身穿白布孝服，头包白布帕，鞋上蒙

白布。“正孝子” （死者的儿子或长孙）的孝帕长

八九尺，头上缠一部分，后面拖一大幅，直到脚后

跟，还要戴一顶用竹条粘纸的 “麻冠”，孝衣外穿

粗麻布背心，腰间则系一条麻绳，是谓 “披麻戴

孝”。由于亲属与死者有亲疏远近的不同，丧服也

有五等，即斩哀、齐哀、大功、小功、缌麻，人称

“五服”。民国时期，丧服之制发生变化。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始有左臂佩戴黑纱为有孝在身的标志。
解放后，佩戴黑纱逐渐普遍。前来吊唁的人或佩戴

黑纱，或佩戴白花。一些偏僻山乡，还有死者家属

披麻戴孝的情形。

ÒÏ

　清代民国时期，在成服之日，亲友多携
带幛、联、帛、烛等前来吊唁。吊客上香，在司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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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下，行三叩首礼。礼毕，孝子叩首回谢。为

超度亡灵，多要请僧、道念经，做道场，三、五、

七天不等，甚至更长。解放后，亲朋好友、街坊邻

居等大都送花圈和被称为 “幛”的被面、布匹、

毛毯等，并用黄纸或白纸写上 “悼”、“奠”等字

贴于其上。也有送钱的。

ÓÔ

　清代民国时期，南充民间家中神龛上都
摆列着列祖列宗的神主牌，每死一位男性长者，便

要添一块神主牌。神主牌为可以对折合拢的两块木

牌，先请名人 “书生”，在正面用楷书恭写 “故显

考某公讳某某老大人之神主”，夹层中书写死者生

卒年月。“神”字右一竖不写，“主”字上面一点

不书，其后请另外的名人任 “点主官”来完成，

故俗称 “点主”。届时，用轿子接来点主官，孝子

在门外俯迎。点主时，有 “陪主官”二人分立左

右。点主官用一块红纸书 “神主赞词”，折叠放于

神主牌夹层中，并用新毛笔蘸孝子中指的血和朱砂

把所缺的一竖、一点补上，再将神主牌插入底座

内，并封好。点主后要举行 “家祭”，亦称 “家

奠”。一家人跪在地上，司仪念祭文，歌功颂德、

祝愿平安等等。一些人家在点主后行 “三献礼”，

此与家祭略有区别。行 “三献礼”时，要请人诵

经，举行一献、亚献、终献，礼节繁冗。解放后，

点主习俗消失，“家祭”即念祭文之俗仍存。

ÕÖ

　闭殓即向遗体告别，盖封棺材。旧时，
道士为死者 “开路”之后，即可 “闭殓”，也有因

亲人未到齐而待以后闭殓的，一些地方则在出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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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闭殓。闭殓时，亲人围在四周，与死者遗体告

别。道士敲打念唱一番后，随即将棺盖盖上，逗拢

榫头或用铁钉钉死。在缝口用生漆膏灰刮一遍，再

涂以漆。闭殓后，生者再不能与死者相见，晚辈及

亲友痛哭。解放后，南充闭殓习俗依旧。火葬，则

在火化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Ø

　出殡即出丧。旧时，出殡的日子由阴阳
先生选定，如果一时难以找到黄道吉日，或坟家未

修好，便临时找个庙宇等寄放灵柩，是谓 “寄

殡”，又叫 “停丧”。依照一般惯例，出丧的前一

天要 “开奠”，又名 “开吊”，既是亲友对死者祭

奠、也是家人向死者告别。还有把家奠移至此日同

时举行的。是日，丧家办酒席酬谢亲友。是夜，丧

家还请川剧玩友到家里坐唱，吹吹打打，直至深

夜，甚至通宵，俗称 “闹丧”。出殡时，先用公鸡

血红灵柩洒一周，贴鸡毛于灵柩前端。置公鸡于灵

柩上，１６人的大抬杠将灵柩抬起，仪仗、鼓乐前
导，其后是旌铭、灵牌、遗像，孝子躬身拄 “戳

丧棒”在棺材前拉纤缓行。戳丧棒只有两尺多长，

用白纸剪花贴在竹竿上制成。亲友则送殡于后，还

有一人提着灯笼，一人提一筐纸钱，边走边撒，俗

称撒 “冥路钱”。出殡队伍经桥梁庙宇，要点燃香

烛，有的还在路旁设香案路祭。棺材抬到墓地后，

由阴阳先生做法事，用罗盘测定方向。墓地多请阴

阳先生选择，有的死者生前选好。挖好墓坑后，把

柏枝和纸钱烧灰垫底，再将雄黄酒洒入，孝子跪地

叩头。棺材放入墓坑后，先由孝子撮土倒在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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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随后掩土垒坟，丧家将孝帕收起绾在头上而

返。民俗以为丧葬会惊动 “家神土地”，所以死者

入土后，家人还要请道士做法事， “安神谢士”，

同时将贴在家神和门神上的草纸撕掉，表示秽气已

尽，一切复原。安葬三日之后，由孝子和亲属到坟

地去给坟墓垒土，焚化香烛纸钱，此谓 “复三”，

或称 “复山”。解放后，南充出殡习俗革新简化。

１９８０年后，城乡实行火葬。死者遗体由家人送往
火葬场火化，骨灰装入骨灰盒中，或存放在殡仪

馆，或葬于公墓。２０００年后，农村中旧的出殡习
俗又开始流行。

uÏ

　清代民国时期，南充对父母之丧十分重
视，子女要为父母服丧３年。在此期间有种种禁忌
规矩，如布衣素食，寝苫枕块，不得婚娶，不能饮

酒、娱乐，也不能随意言笑和恼怒，逢年过节不能

贴红对联，理发时要留一撮头发不剪等等。有的还

在墓地搭草棚，日夜守孝。即使在外为官，也须辞

职还乡守制，是谓 “丁忧”。直至３年期满后，丧
事才完全结束。民国以来，这些习俗逐渐趋于简

化。国民政府内政部规定有丧礼仪式１８项，世俗
也不尽行之。解放后，服丧习俗逐渐淡化。

ÙÚ

　从死者卒日算起，丧家每隔七天举行一
次烧纸祭奠，共有 ７次，俗谓 “烧七”。一般是

“三七”、 “五七”比较重要，亲朋也要送来纸、

烛。此中还有一个 “回煞”（又名 “回殃”）仪式。

旧俗以为人死后其魂魄犹存，在七七四十九天前，

死者的阴魂要回家一次，具体时间由阴阳先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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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届时，丧家把香烛酒食摆好，在地上铺一层炭

灰或草木灰，用以检验死者回来的足迹。用竹竿一

根，隔一尺贴纸钱一张，立在门口台阶上或插于死

者落气之屋的房檐下，据说阴魂见此就会进屋。用

土罐装一煮熟了的鸡蛋置于房屋角，以此贿赂殃

神，让死者鬼魂在家里多待一会儿。这时，一家老

少躲得远远的，待规定的时间过去之后，先将一串

爆竹丢进屋内，爆完才可以进家。满百日和周年

时，还要烧纸祭奠。在人死后的半年或一年时，再

给死者做一次道场。解放后，“烧七”习俗仍在南

充民间流行。

【交往习俗】　南充民众人际交往，存在诸多
礼节习俗。

Ûd¸§

　清代民国时期，见面礼节十分繁
琐，最为普遍的是 “拱手”。 “拱手”又称 “作

揖”，两手抱合于前，右手在内，左手在外。拱手

上下、左右对人行礼对人表示尊敬作揖的，有长

揖、高揖之分：长揖一边拱手，一边弯腰鞠躬；高

揖则为两手拱手高举过胸而已，武术比赛、跑江湖

者也行此礼。旧时妇女与人见面行所谓 “道万福”

之礼：双手手指相扣，置于左腰侧，弯腿屈身，口

道 “万福”，以示敬意。晚辈见长辈，行大礼时两

膝跪下，并引首至地，俗称为 “叩头”。解放后，

见面礼节多以握手、点头、挥手等表示敬意。鞠躬

也是一种常见的见面礼节，主要用于追悼会、扫墓

等气氛庄重的场合。行礼时两脚并拢，两手下垂贴

于大脚侧，弯曲上身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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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Ý

　清代民国时期，主客之间应酬话中客
套话很多，求人做事，则说：“费心，费心。”或：

“麻烦，麻烦。”道谢时则说： “改日再酬。”被谢

之人则说：“没得啥子。”或 “没来头。”两人相见

打招呼：“你哥子尽管请到舍下耍。”或：“有空来

耍。”客人进了门，主人喊泡茶，客人要口头推辞

说：“不必，不必。”主人喊拿烟，客人要说：“不

吃烟，不吃烟。”然而茶烟一上，客人要用自便。

摆一阵子龙门阵后，客人要走，主人劝道：“再耍

一会儿，忙啥子嘛。”主人留客，客人固辞，便假

说：“我耽搁一会儿就来。”或 “家里有事。”客人

告辞，主人即使无留客吃饭之意，口头也要说：

“吃了饭走。”客人在席前要说： “太费事了。”或

“弄这么多菜。”主人则说：“没几个菜，随便吃。”

主人添菜添饭，客人要说： “够了，够了。”客人

辞走，主人一般送到门外，说道： “慢走。”或

“有空再来。”客人则说：“不送，不送。”解放后，

此习俗在南充仍存在。

Þ(ß

　清代民国时期，南充民间凡遇年节或
婚嫁、新居落成等情况，都要到亲戚家串门探望，

俗称 “走人户”。走人户时，要带上猪肉、鸡蛋、

白糖、点心、酒等礼物，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衣

服。主人家割肉买酒，再三挽留客人住上几天，如

是正月间走人户，则称为 “拜年”。客人若带着小

孩，离开时主人要给些钱，称为 “打发”。解放

后，南充走人户习俗仍普遍流行。

�§¸

　俗称 “送情”。清代民国时期，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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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凡遇春节、端午、中秋等重大节日，嫁出去的

女儿携女婿、儿子、媳妇，带上礼物回家拜望父

母。所送礼物，春节时一般为腊肉、白糖、鸡蛋、

挂面、酒等；端午一般为粽子、鸭子、鸭蛋、酒、

肉等；中秋节为鸭子、月饼、鱼等。儿、女离开

时，父母也要同送一些礼物。亲友在上述节日期间

互相拜节送礼。解放后，送节礼习俗仍在民间普遍

流行，所送礼物则随时代变化。

àá¸§

　清代民国时期，南充人十分讲究宴
席上的礼节，即便是在家宴上也是如此。当家里来

了亲戚时，餐桌应当放在堂屋正中。餐桌为方桌，

八人为一桌，每方坐两人。入席时，长辈或客人坐

上席 （正对房门的一方），其余的人坐两边和下

席。如有九人，一般由晚辈在某一角坐，称为

“挂角”。客人落座后，便开始上菜，先上下酒菜，

如凉拌鸡、干盘子 （香肠、猪舌）之类，然后上

下饭菜，汤上在最后，表示菜已上完。酒具如果是

杯子，则应该每人一个，先由主人斟满酒，说声

“请”，大家才能喝。如果酒具是一只碗，就应该

让长辈先喝，从左至右依次传递，待都喝了一遍之

后，主人拿起筷子，说声 “请菜”，大家才能动

手。拈菜时不能在菜里乱翻，都拈靠自己一边的

菜。第一次上门的新女婿，千万不能吃鸡头，因为

鸡是凤，吃了凤头丈母娘会不高兴的。在给客人斟

酒时，应该右手提酒壶，左手放在右手背上，表示

是双手给客人斟酒。如果客人不会喝酒，应该站起

来，用手按住酒杯，歉意地说： “不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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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一般要劝酒，但不能强行让客人喝。为了表示

对主人的敬意，客人一般应该多少喝一点。酒过几

巡，客人都表示不能再喝酒时，便可以开始吃饭。

主人要热情地为客人舀饭。饭不能舀得太多，应该

用双手递给客人，客人也要用双手去接。饭舀齐

后，主人对客人说 “请饭”，大家才能动手吃饭。

拈菜时一般也要由主人说 “请菜”，大家才去拈。

有时为了让客人们随便一些，主人便说： “没啥

菜，大家随便拈。”这样，拈菜便可以不必拘礼

了。吃饱下桌时，对每个人分别说声 “慢吃”。如

果每一个人都一一喊到不方便，也可以说 “大家

慢慢吃”。如果大都下了桌，只剩一个人在吃，这

个人就应该自我解嘲地说：“哎呀，我背桌子了！”

主人则说：“哪里，还有我呢！”主人一定要吃得

很慢，待所有的客人下桌后才能放筷散席。解放

后，南充民间仍有宴席礼节的习俗，但多不讲究。

如有长辈、客人在场，人们仍以礼相待。

µâ¸§

　清代民国时期，南充人家庭观念范
围较大，凡同宗之人均为 “家人”。同宗人之间的

往来亦属 “家人”往来，要讲究礼节。凡来宾属

长辈，主人便恭候在门外。请来宾入室，来宾上

坐，献茶致敬。来宾离去，向主人一揖，主人送到

门外，互致敬意而别。如果来宾为女性，则女人迎

送一般都不出大门。解放后，同宗礼节逐渐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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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　传说

【司马相如蓬安留故墅】　在蓬安县城的旧址
陵江镇立有一块大石碑，碑上刻有 “相如故墅”

四个大字，虽经多年风雨沧桑，但石碑依然如故。

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南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

分安汉县东北境地置县，定名相如县。县址设在司

马相如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两河塘。武周神功元

年 （６９７），县址迁至离两河塘二十余里的锦屏乡
陵江场。明洪武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间，相如县省，
直属蓬州。相如县作为古代县名，在历史上存在了

８８０年左右。
据各种典籍记载，司马相如在蓬安留有很多遗

迹。据 《方兴览胜》记载： “宅滨嘉陵江、有琴

台，水北有相如坪。”唐贞观元年相如县令陈子良

亲撰祭文，遣主簿谯悦前往奠祭，其文至今犹存。

祠庙明代尚存，正德年间监察御史卢雍 “驻节蓬

州”著有 《谒长卿祠》诗：“蜀中人物称豪杰，汉

室文章擅大家。此地卜居犹故迹，当时名县岂虚

夸。琴台积雨苍苔润，祠屋滨江草树斜。莫问少年

亲涤器，高风千载重词华。”因年荒月久遗迹与祠

庙均不复存在，如今两河塘已变作农田村舍。但绿

野依旧、山清水秀，古城的余韵至今犹存。

现陵江镇纪念司马相如的文物亦多，如石舫琴

台、琴台月夜等均为蓬安佳景。每逢明月夜，其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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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幽深，颇能触动骚人墨客诗情画意。一首蓬安

人熟悉的 “县废名犹在，琴亡台未荒，临邛卖酒

处，千载共清光。”的古诗至今流传很广。

【诗圣杜甫游阆中】　诗圣杜甫曾与嘉陵山
水、阆中风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两次泛舟嘉陵，行

吟阆中。阆中青山四合，城靠山，山连水，水偎

城，山环水绕，交织辉映，山水城楼浑然一体。绝

妙的阆中山水引起了 “诗圣”杜甫的共鸣，他写

下了六十余篇盛赞阆中山水的不朽诗篇。成为他一

生中写诗最多的地方之一。

唐广德元年 （７６３），杜甫的知己，原宰相房
在赴京任刑部尚书途中病死于阆中僧舍。杜甫闻

讯于９月初奔赴阆中吊唁。一天，他送客到苍溪乘
船回阆中时，忘情于沿岸风物景色，写下 “青惜

峰峦过，黄知桔柚来。江流大自在，坐稳心悠

哉！”（《放船》）。

广德二年 （７６４）春，杜甫第二次到了阆中。
他寻古览胜，周游山水，漫步阆苑城，讴歌十二

楼，寻访古南池，游览腾王亭……写下了 《阆山

歌》、《阆水歌》、《泛江》、《南池》、《腾王亭子二

首》等盛赞阆苑山水的名篇佳作。他赞美阆中的

山：“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

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那知根无鬼神会，已

觉气与嵩华敌。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

碧。”（《阆山歌》）。他赞美阆中的水：“嘉陵江色

何所以？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

春从沙际归。巴童荡浆欲侧过，水鸟衔鱼来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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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 （《阆水

歌》）。

【画圣吴道子丹青绘嘉陵】　吴道子，被人们
尊为画圣，唐代河南禹县人，生卒具体时间不详，

大约生活在唐玄宗当政时期 （７１３—７５５），他曾奉
诏入蜀，作嘉陵江三百里风光图。

吴道子的山水画，笔法超妙，自然天成，深得

山水神韵。天宝年间，唐玄宗想看嘉陵江的风光名

胜，命吴道子把嘉陵江的山水风物画下来，供他欣

赏。吴道子奉命入蜀后，顺流而下，忘情于千里嘉

陵江沿途的山光水色，殊俗异闻。游览期间，他却

一笔未画，饱览美景之后，回到了长安。唐玄宗要

看画，吴道子说：“还未动笔，但要画的我都一一

记住了，构思好了，了然于心。”玄宗将信将疑，

命他在大同殿的墙壁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作画。

吴道子胸中自有群山万壑，神飞意驰，信笔泼洒，

一气呵成，在一天之内画好了 “嘉陵江三百里风

光图”，顿时大殿增辉。阆中地处嘉陵江中游，自

然成了画面的轴心。唐玄宗看后，如临其境，爽心

悦目，惊叹不已。可惜的是，画圣 “嘉陵江三百

里风光图”已失传，令人遗憾。

【陆游锦屏吟古城】　南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
人陆游在宋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春、秋时，曾二次
到阆中。他第二次到阆中时，畅游了嘉陵第一江山

———锦屏山。锦屏山位于阆中市城南嘉陵江边，隔

江与城郭相望。锦屏山临江的一面，被江水冲刷切

割，形成断崖赤壁，如城边一屏。山上林木葱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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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映着座座亭台楼阁，四时繁花似锦，故名锦屏

山。他漫步锦屏山上，朗朗晴空，湛蓝辽远；山道

弯弯，路转峰迥。站在山顶眺望古城，四周青山如

黛，三面碧水依依，一幅山、水、城为一体的天然

图画映入眼帘。陆游情不自禁写下：“城中飞阁连

危亭，处处轩窗临锦屏。涉江亲到锦屏上，却望城

郭如丹青……”短短数语，把阆中古城的景色全

部描绘了出来。

【余运山城抗蒙】　运山古城坐落在山峦起
伏、玉带环绕的运山上。运山又称云山、披衣山、

燕山，在今蓬安县河舒镇燕山村内据元 《一统志》

载：“其山高险，四壁斗绝，宋淳三年 （１２４３），
四川安抚制置使余建寨栅，移州治于此。”故名

“运山城”。

宋理宗淳三年 （１２４３），蒙古的王公贵族，
数次侵蜀，南宋西部防线处于崩溃边缘。余临危

受命入蜀，接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

上任后，为抗御蒙古兵进攻，倡导和组织大修山

城。在嘉陵江、渠江、涪江、长江两岸选择山势险

峻之处依山筑城，恃险据守，先后筑起运山、青

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十余座山城。并把

一些地扼要冲的州县治所迁到山城上，守点不守

面。这样，以帅府为中心，利用水路舟楫之利，官

道之便，各点联线，构成了山城全面作战的防御体

系。其中钓鱼城、大获城、白帝城、苦竹隘、运山

城、云顶城、青居城、得汉城等 ８座城堡，号为
“防蒙八柱”。运山地处利 （州）、阆 （州）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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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达 （州）之间，是蒙军入蜀的要冲。山上

水源充足，土地平阔，有险可据，被余选中作为

全川防御体系的重要据点之一。蓬州军民按余的

部署，利用旧寨，因山筑城。其后蓬州州治以及朗

池、蓬池、仪陇、相如等县的县治都迁上了山。

在山城建筑还没有全部竣工的淳六年

（１２４６）春天，擅长山地作战的蒙军骁将汪德臣率
领步卒强攻，遭山上守军滚木檑石的还击，坐骑被

击毙，后弃骑步战，虽然夺取外城，但其弟汪直臣

被飞石击中丧命，终于败下山去。同年夏天，余

冒着酷暑登临运山视察。他发现山城规模太小，与

州治不相称，不利于安定民心以长期固守。于是责

令 “别民居，分划市井”，加固城堡，并修州学，

建孔殿、寺庙、神祠。经过几年时间的 “上下一

力”，建城任务全部完成。当时，沿着悬崖峭壁建

筑的环山城堡、三道城墙、十二道城门，气势宏

大，十分壮观。为 “纪余徙城之功”，淳十一

年 （１２５１），蓬州军民在第三道城墙西大门外的崖
壁上刻下了著名的 《移治牌》。其后，运山城成了

蜀川抗蒙八柱之一。山城军民同心固守。蒙军面对

陡峭的山崖无法施展其马上长技，屡攻屡败。直到

宝元年 （１２５３），余遭谗言去职不幸离世后，
运山城仍有令蒙军闻风丧胆的威慑力量。宝三年

（１２５５）蒙军进逼运山城，在东门外扎下大营，驻
兵十余日，拟伺机而攻，终因无隙可寻自行退兵。

虽然之后又多次再来，但亦未敢贸然进犯。对此，

宝四年 （１２５６）刻在运山城东门的 《纪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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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

宝六年 （１２５８）四月，蒙古大汗蒙哥率十
万大军进攻四川，是年十月，在蒙古大军的进攻

下，利州、长宁、鹅顶堡等相继沦陷。利州失守

后，四川转运使代总兵施择善退守运山城，蒙古军

压至大获城，宋军守将杨大渊投降。十二月，蒙古

军兵临运山城下，宋将张大悦在蒙古军威逼和杨大

渊的诱惑下投降。坚持了１５年抗蒙斗争的运山城，
从此落入了蒙古大汗蒙哥的手中。

运山城至今遗存的 《南宋移治碑》、 《宝纪

功碑》、凤山寺、静修室、观音洞等云山石笔残留

题刻和武庙元人题刻的记述及古城遗址。

【忽必烈驻扎青居城】　青居城位于高坪区城
南１５公里青居镇嘉陵江边烟山上，史称 “淳故

城”，此山大江天堑设于前，群峰岩壁立于后，雄

险天成，山上土质肥沃，物产丰富，林木葱蔚，泉

水不竭，为南宋末 “防蒙八柱”之一。宋淳三

年 （１２４３），余在青居山顶筑城，淳九年
（１２４９），顺庆府治移至青居山石头城，以抗击蒙
古军南侵。淳故城在抗蒙战争中与合川钓鱼城互

为犄角，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城内有街道、商店、

学校、庙宇等，军队在城中讲武练兵，实行耕战结

合，平时耕地种粮、广囤粮食于城中，战时军民齐

心抗敌，做到既御蒙、又保民，军以逸待劳，得守

而战，民安业而耕，安居乐业，使军民各得其所，

各安其业。

宝六年 （１２５８），蒙古宪宗蒙哥亲率十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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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攻蜀，从二月至十二月，先后攻下成都、云顶、

苦竹隘、长宁山、大获、运山等城寨，大兵攻至青

居城时，主将段元鉴固守，裨将刘渊杀段元鉴降

蒙。中统元年 （１２６０），蒙哥第四子忽必烈继承汗
位，设征南都元帅府于青居城，把蒙古进攻南宋的

军事总指挥部搬到了青居城。至元四年 （１２６７），
置东川路统军司于青居城，后改为东川府，仍是蒙

古征南部队军用物资补给重地。东川行台驻青居

城，加强了蒙古的军政力量，以利于对钓鱼城的进

攻。至元十五年 （１２７８），蒙古军攻下钓鱼城，战
事已平，恢复顺庆府，顺庆府及南充县治迁回南充

城。

【张献忠殉难西充凤凰山】　明崇祯三年
（１６３０），张献忠 （陕西肤施县人）因不堪官兵压

迫，率领米脂十八寨农民起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称 “大西军”，绰号 “八大王”，曾先后多次入川

作战。清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张献忠攻占成都后，
派部将 “二千岁”率兵招抚顺庆。清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张献忠派都督刘进忠、马元利率兵占领
顺庆，马元利留守顺庆府，张献忠驻兵遂宁，调马

元利去遂宁。清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十月，张献忠
从顺庆移师西充县凤凰山驻扎，整顿队伍，扩充实

力，补充给养，积极准备北上抗清。凤凰山位于西

充县多扶镇。四周群山环合，主峰海拔５００米，原
有东、西、南三道寨门，地势险要。东西长 ５公
里，南北阔４５公里。不料张献忠部将刘进忠在广
元朝天关叛变降清，并秘密导引清军肃王豪格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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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夜急驰扑向大西军，十二月抵达西充县凤凰山。

张献忠无备，仓促率众出门巡视，经刘进忠指任，

清军乱箭射之，张献忠中箭，壮烈牺牲。在凤凰山

留有张献忠与清兵交战的遗址多处。如 “营房

地”、“马槽沟”、“牧马岭”、“将军石”、“将军

湾”、“统粮沟”、 “带箭岭”等。在凤凰山一带，

曾出土过许多兵器，有大刀、戈矛、剑戟、箭镞、

马蹬等。

【袁天罡、李淳风阆中观天象】　风水古城阆
中，是我国古代天文研究中心，西汉著名天文学家

落下闳研究天文名扬天下，阆中成为天下同行的向

往之地。唐代，著名天文家袁天罡、李淳风来到阆

中，在蟠龙山筑观星台观测天象。

袁天罡，成都人，精天文数术，通风水相卜、

宫火山令，唐太宗时负责勘察风水地脉，预测凶

吉。唐初，袁天罡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唐太宗李

世民仰慕他的盛名，把他召进宫管理全国地理风

水。据 《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唐贞观中有望气

者上言太宗，观测天文，西南千里之外有王气。太

宗令袁天罡测步王气，由长安到四川，行至阆中，

果见灵山嵯峨，佳气葱郁，其脉在蟠龙山，袁天罡

在此处凿断石脉，水流如血，阆中人呼之为锯山

垭。” “水流如血”虽然不足为信，但 “锯山垭”

至今尚在阆中。唐高宗五年 （６５４），袁天罡再次
来到阆中，在蟠龙山上筑台观天象，并定居在这

里。不久，袁的挚友、另一位赫赫有名的风水学大

师李淳风亦来到阆中。李淳风到阆中后与袁天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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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观测风水天象，完成 《已巳占》及 《星象法》。

他将风力定为１１个等级，是世界上最早给风定级
的人。

袁天罡、李淳风死后都葬在阆中市天宫乡。现还

有天罡墓、淳风墓等遗迹。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们，

在他们经常观天的地方———圣宝冈，建起了宫观，取

名 “天宫院”，即 “管天”或 “观天”的意思。

【伏羲、女娲降生阆中】　南充是传说中的我
国古代 “三皇”之一———伏羲和中华民族第一个

英雄人物女娲氏的诞生地。远古时期， “华胥之

国”美丽的 “华胥氏”姑娘一天到东方一个林木

蓊翳，风景如画的大沼泽 “雷泽”游玩，偶见泽

边有一个巨人的足迹，她好奇地用脚一踩，仿佛有

了感应，后来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叫伏羲。这就是

《山海经》中记载的中国远古帝王伏羲的母亲 “华

胥氏”孕育伏羲的故事。据 《路史》和 《蜀中名

胜记》载，这个神话故事中的 “雷泽”就在今南

充境内的阆中一带。另据 《四川史新编》载：传

说中的中华民族第一个英雄人物女娲氏出生在阆中

西南嘉陵江边一个叫仇夷的地方。此外古人王象之

编写 《舆地纪胜》后，深得宋理宗赞赏，命其就

伏羲女娲出生阆中一事前往考察，王象之遍历阆中

山水，认为阆中城南的南池就是传说中的彭泽大

地，是伏羲女娲降生之处。

【谢自然金泉山修道】　唐代南充的谢自然是
四川著名的道姑，祖籍河北兖州，因父入仕客居南

充。传说她自幼不食荤腥，７岁开始诵读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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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黄庭经》，１４岁后以松枝、柏叶为食。唐开
元年间，云游名山，先后拜本籍道士程太虚、浙江

天台山著名道士司马承祯为师，修炼辟谷吐纳之

术。刺史李坚为她在金泉山建金泉道场，请她主持

法事。唐贞元十年 （７９４）秋，谢自然在金泉道场
白日升天。传说她白日升天时，五色云绵延遮蔽了

整个山川，天上的仙乐和奇异的香气散布弥漫了很

久。刺史李坚上表把这事奏闻皇帝，皇帝下诏书褒

扬赞美了她。李坚还在金泉道场为谢自然立了碑，

叙说谢自然得道升天的原委。

【杨贵妃营山太蓬山避难】　安史之乱爆发，
一代绝世美人杨贵妃香消玉殒在马嵬坡上，两年

后，挖开的贵妃墓却找不到贵妃的遗体。当时人们

就开始传说杨贵妃并没有死在马嵬坡。白居易

《长恨歌》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马嵬坡下泥土

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也写下了马嵬坡上找不到

杨贵妃的遗体的情况。

据传，《长恨歌》里写到的称蓬莱的仙山指的

是位于营山县境内的太蓬山。太蓬山地貌独特，山

势险峻，早在晋朝初期，已经是道教圣地之一，隋

唐之后香火鼎盛。传说太蓬山诸峰成莲蓬状，所以

后人取荷花的莲蓬之意称其为 “太蓬山”，蓬山上

仙雾缭绕，素有 “蓬莱仙迹”之称。当地人传说，

马嵬事变后，杨贵妃乔装打扮，翻秦岭，过巴中，

跨州越县，来到太蓬山避难。山上有一道观，杨贵

妃早期信奉道教，自然得到道观内道士的收留。杨

贵妃在这里度过了她凄苦的晚年，死后葬在山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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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现在长满了青苔的坟墓上只刻了 “杨氏之

墓”四个字。据村民说这个墓是杨贵妃死后悄悄埋

葬在这里。叫做 “仙女坟”，意思是墓中埋葬的是

美人，杨贵妃死后，山下的村子称作 “杨家村”。

另据 《营山县志》 （１９８６—２００３）载：“透明
岩的摩崖题刻中，位于岩西的唐代 《安禄山题龛》

早在宋代就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就其保存完整性

和规模上，透明岩 《题龛》目前在全国是独一无

二的。查阅史料，有关营山县太蓬山 《安禄山题

龛》的记载： （宋）王象之 《与地纪胜》卷１８８
《纪胜》、《碑记》曾两处提到过：又明万历 《营山

县志》记载。联系到透明岩摩崖 《题龛》石刻群，

足见古人对此早已极为关注。据上述题刻和文献有

关内容记载，王象之、朱时敏均认为 《题龛》所

记年月干支与安禄山的实际年岁不符，唐先天二年

（７１３），安禄山 （？—７５７）年仅１０岁，不可能入
蜀 《题龛》，认为可能是他人冒名所刻，或 “恐别

有姓名偶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冯汉镛教授语

破天惊，大胆推测为系 “安史之乱”中于马嵬还

魂的杨贵妃所为，其用意是借 《题龛》为安禄山

祈福，为不泄露身份，故冒名代刻，又倒推年月，

混淆干支。冯教授根据有关文献资料，结合对营山

太蓬的历史、地貌、景观、文物等考察，进而提出

了杨贵妃在马嵬还魂后逃到营山太蓬避难，脱俗归

隐的论断。并探索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

和杨、安、李 （隆基）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等。

这篇 《杨贵妃马嵬还魂之谜》发表在１９９５年第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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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文史杂志》上。

【张皇娘南部归天】　刘备的儿子刘阿斗从小
就死了娘。曾在张飞家寄养。张夫人很贤惠，待他

如同亲生，教他与张家姊妹兄弟一起读书游玩。

刘备为关羽报仇，兵败在白帝城死了。阿斗当

了蜀国的皇帝。在相父诸葛亮主持下，与１７岁的
张家大姐成了亲，封为皇后。可惜不到两年便夭亡

了。留下的儿女，由二姨哺养。后来二姐又继为皇

娘。阿斗生性愚顽，张家姊妹曾多方劝说他，只是

口头上说好，背后却听黄诰的怂恿，声色狗马，吃

喝玩乐，昏庸极了。诸葛军师死后，他更是不理朝

政，为所欲为。

张皇娘为人孝顺，听说母亲得病，便前往阆中

看望。母女相会抱头大哭。当时姜维兵败退守剑

门，蜀汉危在旦夕。张母不顾病重，撑起身叫她立

即返回成都，辅助阿斗保住汉室江山。她连夜马不

停蹄地向成都赶去。刚离开阆中县境，探马急来回

报：“诸葛瞻父子战死绵竹，谯周写了降表。”张

皇娘一听便昏倒了，半天才醒过来。这突然袭来的

噩耗，象晴天霹雳，叫她进退两难，一时间不知如

何是好，便命停车安营。不料，半夜时分，宫女大

哭大叫：“皇后归天了！”随从人员惊恐万状，只

得分两头回报。

当地百姓感张皇娘忠烈，在她去世的地方为她

筑起了一座高大的皇娘坟，以表人们的哀思。后人

在张皇娘坟上写了一副对联：一门忠烈姊妹辅刘

汉，两代英魂父女震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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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花木兰的传说】　阆中木兰乡有木兰
庙，木兰庙里有木兰墓。墓碑上刻有：“阆中花木

兰，生于老乾山下，葬于钟鼓楼前”。

据传，元朝末年，保宁府阆中县老乾山下的韩

成家里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叫韩娥。这女孩三岁时

死了父亲，七岁时又死了母亲，小韩娥跟着叔父韩

立生活。韩立曾在元朝的县衙里做过一个小官，他

常常叹息说：“元人久踞中国，大丈夫昂昂七尺，

怎能助纣为虐，做人帮凶？”因此，弃官不做，回

家闲居。每日空闲就教韩娥读书学剑。小韩娥聪明

机灵，家传峨嵋剑法也逐渐学到了要领。有一天，

她练完剑回到房里，忽听叔父呼唤，上前问道：

“叔父有啥吩咐？”韩立说： “昏君无道，豪杰蜂

起，元人的日子也不会久长了，我和你叔母商量，

给你做了一套男子衣裳，你可穿着，若被官兵掳

掠，见你是个男子，也可以免遭不幸。”韩娥点头

答应。从此，她穿上了男子衣裳。

韩娥女扮男装不久，果然被元军掳去，当了一

名马夫。后来，这支溃军又被王起岩义军包围，韩

娥杀掉元军副将，投降了义军。王元帅在帐内召见

韩娥，问其姓名，韩娥随口答道：“韩关保”王元

帅见她年少英俊，勇敢机灵，心里十分欢喜。问起

家事，知道她父母双亡，于是对韩娥说：“你父母

既然亡故，罗甲将军膝下又无儿女，你何不将他认

作义父，日后也有个照应。”韩娥认了罗甲为义

父，在罗甲身边作了亲兵副将，跟随罗甲南征北战

１２年。在军中，韩娥举止检点，小心谨慎。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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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冬天，她四肢僵冻不叫苦，夏天酷暑，她汗流如

雨不裸浴。无论行军露营，寒冬暑天，总是迟睡早

起，不卸衣甲。日子久了，也有将士生疑。有的将

士问她：“少将军，你怎么总是迟睡早起，睡觉不

卸衣甲？”韩娥答道： “侍候义父呼唤，操心义父

安全，怎好怠慢贪玩？况且，战事紧要，敌寇当

前，怎能粗心大意，解衣卸甲？”由于韩娥谨慎机

敏，不仅全军上下相信不疑，而且深受罗甲喜欢。

罗甲把军中事务都交韩娥处理。

一次，韩娥随罗甲到王元帅帐中商量军情。结

束时，王元帅问韩娥：“少将军，义父待你如何？”

韩娥忙起身答道：“义父待儿如亲生，末将铭记不

忘！”元帅说：“罗将军早有心为你招亲。今王将

军有一女，聪明贤惠，才貌双全，相配与你，可谓

男才女貌，本帅做媒，不知你意下如何？”韩娥一

听，如同九天霹雳，半天不能作声，只好支支吾

吾：“元帅见爱，小将感恩，但我年纪尚幼，正当

为国效力，小将实在不……”王元帅说：“本帅做

主，你就休要推辞了。”韩娥百般推诿，横竖不

行，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

不出啊！新婚之后，王小姐情长意绵，韩关保总是

支支吾吾，尽情推卸，就更不说同床共梦了。

有一次，韩娥随王元帅由宜宾到成都商议军

机，行至成都度缘桥，忽见人群中有一老年夫妇朝

自己张望，好像很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走了几

步，猛然想起：莫不是叔父、叔母？韩娥回转身

来，走到二位老人跟前，仔细端详了一番，上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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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道：“二老贵姓，可认识我么？”韩立见戎装小

将相问，施礼回答说：“老夫韩立，少将军有何吩

咐？”韩娥一听 “韩立”二字，连忙施大礼： “二

老不认识我了，我是女儿韩娥呀！”接着，韩娥把

被掳以后的情况告诉了二位老人，又指着自己头上

幼时的刀痕给二老看，韩立夫妇才认出侄女。叔侄

见面，不禁抱头痛哭。韩娥说：“女儿与二老失散

之后，不觉已１２年了，无时无地不想念二位老人，
想念故土。幸喜今日遇见叔父、叔母，女儿想禀明

元帅，改换女装，回家侍奉二老天年，又恐欺哄之

罪，不知如何才好？”韩立道： “从古至今女扮男

装的何止你一人？你如今暂且回营去，等我向王元

帅说明原委，乞还女装。”韩娥回营之后，韩立马

上向王元帅写信，请求放还韩娥。王元帅接信之

后，不觉暗暗吃了一惊；天下真有这样怪事，莫非

我营中出了个花木兰不成？其中怕有蹊跷哩！立刻

将这事交给成都府衙审理。

府衙接到王元帅的案子，自然不敢怠慢。公堂

上，府衙问罗甲，罗甲说韩关保是他义子，从征

１２载；问韩立，韩立说韩娥是我侄女，离散也是
１２年；问关保，关保说她叫韩娥，１２年前被元军
掳去，认罗将军为义父，改名关保。一时真假难

分，府官只得命一老妇检查，韩关保果真是一女

子。真相大白，朝廷批准韩娥还乡，并表彰为 “贞

烈”。韩娥从此结束了１２年的戎马生活，重新穿上
了女儿装束。后来，由叔父做主，韩娥嫁给了同她

一起从征的新都人马复宗，生了一男二女。韩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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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传出去之后，文人学士写诗作文，称她为 “蜀

中花木兰”，她女扮男装的故事也就流传下来了。

【南部定水河的传说】　据传，北宋年间，现
在南部县的定水乡与大桥乡之间有个新井县。当朝

宰相陈尧佐的老家就在那里。有一年他母亲年满六

十，他在京城开封府，找了不少的黄金、白银、珍

珠、玛瑙、玉麒麟之类的东西，做成了各式各样珍

贵礼品，准备回家给他母亲祝寿。在他母亲生日要

到的前十多天，他带上礼物，一路上朝行夜宿往回

赶。当刚走到离老家不远的一条河边时，恰恰巧遇

碰到他母亲上街赶场，陈尧佐忙下马，上前跪地请

安。他母亲问：“尧佐呀，你不在朝中料理国家大

事，这么远跑回家来干啥？”陈尧佐说： “今年是

母亲六十大寿，孩儿特地回家给母亲祝寿的。”他

母亲说：“你身为国家大臣，理应以国事为重，我

用不着你操心，为我过一个生，耽搁了你不少时

间，又麻烦这么多人来送你，还花费不少的钱财，

这实在是个罪过。”陈尧佐说： “母亲为儿费尽心

血，你儿长大成人，本应端茶递水，伺候左右，怎

奈国事缠身，几年以来都未曾回来尽孝道。今年是

母亲六十大寿，特地备办了点薄礼，告假归乡，为

你老人家祝寿，愿你老人家寿比南山。”他母亲

问：“你带回了些啥子礼物？”陈尧佐立即叫侍卫

把礼物拿来，并亲自双手捧起，请母亲大人一一过

目。哪晓得他母亲看后却非常气愤地说： “我生

你，养你，教你读书，望的是你长大成人之后，得

一官半职，能为国尽忠，为老百姓造福，省吃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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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正廉明，让后辈儿孙说个好字，谁知你现在

拿这么多的珍奇异品来为我祝寿，不知这要耗费人

民多少血汗，这完全违背了我的意愿，也玷污了我

陈门家风。天下的大小官吏都像你这个样儿，那国

家还成何体统？此风绝不可长———”。一气之下，

抓起那些金银首饰，珠宝玉器，一下子全部倒下河

里。说起来也怪，这条河原本水势凶猛，浪涛滚

滚，特别是山洪暴发时，冲毁房屋，淹没人畜，整

得黎民百姓叫苦连天，自从陈尧佐的母亲将那些珠

宝玉器甩到河里之后，这条河的河水再也不狂奔乱

吼，淹没人畜和庄稼了，河水平平安安，天旱时供

水灌田。老百姓为了纪念陈母定水的功劳，把这条

河改名为定水河。

【蓬安龙角山的传说】　相传，蓬安县城的嘉
陵江边，有一座龙角山。据当地的老年人讲，这座

山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

很久以前，这座山叫黑龙山，山上尽是野草荆

棘，雾腾腾的，道路十分险峻。半山腰有个黑龙

洞，洞里有条凶恶的黑龙，腰身有黄桶那样粗，眼

睛像灯笼一样亮，它把头伸到江里喝水时，尾巴还

拖在半里外的山洞里。它吐气成云，吸气生风，到

江里洗澡，只要把尾巴一摆，马上就会掀起滔天恶

浪，弄得城淹船翻。这黑龙十分狠毒，不仅要吃猪

狗牛羊，还要吃童男童女，糟蹋沿河两岸庄稼。百

姓们把它同官府、恶霸、天灾合称为 “四害”。

有一年，一支农民义军攻占了蓬安县，消灭了

城内的官军，开仓济贫，百姓无不欢喜。但凶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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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劣性不改，还继续残害人民。义军为民除

害，与黑龙展开了一场恶战。义军中一位威武英俊

的年轻首领，飞舞手中大刀，“嚓嚓嚓……”一气

把黑龙劈成十八段。黑龙化为十八座山梁，龙头就

落在这座山上。接着，义军率领百姓登上黑龙山，

坎荆棘，栽果树。那斩龙的首领，在山顶上栽了一

棵黄桷树。这棵树头天下午太阳落山时栽上，第二

天清早就长成参天大树，形状像龙角。后来，义军

走了，官军像恶狼似的扑了回来，砍光了山上所有

的果树，唯独这棵黄桷树，头天砍了，第二天又长

还原了。官军一连砍了几个月，黄桷树就长了几个

月。从此，百姓就把黑龙山改称为龙角山。至今远

望这座山，山如龙头，山顶的黄桷树就像龙角，后

边起伏的十八座山梁就像龙身和龙尾。

【天子读书在太蓬】　东晋时，太蓬山下有户
姓李的人家。家中有个十多岁的男孩，名字叫李

特。从小就聪明、伶俐，力气也很大。每天上山打

柴，卖后买米买盐，伺候父母。他打柴一有空，就

跑到山上的庙里头听老和尚讲经说法。天天如此、

从不间断。有一天老和尚抽弟子背诵佛经，很多和

尚背不出来，李特在一旁一字不漏地背了一遍。老

和尚见了感到很惊奇，就把李特喊到一边，问明了

身世后，又叫他背诵其它篇章的佛经。结果，凡是

老和尚讲过的，李特全都背得出来，而且还能讲出

其中的道理。老和尚认为这娃娃聪明过人，记忆力

也特别好，将来长大了肯定有出息。就把他收为徒

弟，专门给他找了个清静的地方———傍岩边的庙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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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叫他在那里边读书。老和尚每天除了教他念

诵佛经外，还教他攻读诸子百家的书，给他讲孙子

兵法，同时还抽空传他一些武艺。

李特昼夜苦读苦练，春来秋去几个年头。文章

写得不错，武艺也很高强。本来他想马上赴京考

试，不幸父母相继病故，老和尚也圆了寂。李特没

有盘缠，无法上路。当时，连年天旱，庄稼歉收，

为了生活，他便离别家乡到甘肃氐族部落中去帮

人。东晋王朝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无法生

活，四处逃难，靠讨口过日子。李特无处安身，只

也好参加了逃难的队伍，由陕西甘肃南下入蜀。路

过绵州时，地方官阻拦不准通过，难民走投无路，

见李特文武双全，待人厚道，就推选他做了头目。

当时难民很多，李特的旗帜一打出来，四面八方都

响应，不多久就聚众数万，攻城夺池，官兵闻风丧

胆，很快就攻占了四川中部和陕西、甘肃、云南、

贵州等地方。后来李特的儿子李雄在成都登基当了

皇帝，建立了大成国，追封李特为景皇帝。现在当

地百姓把李特曾经读过书的太蓬山中傍岩边的石窟

叫做 “天子读书堂”。

主要历史人物

【朱　德】　朱德 （１８８６～１９７６），又名朱代
珍，字玉阶，仪陇县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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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

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清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十二月一日，朱德出
生于仪陇县马鞍场。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考入云
南陆军讲武堂，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

革命。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后在滇军任营长、团长、
旅长。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他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

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对这些新思潮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在孙炳文的帮助下，开始用一种新的

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更

引起了他的注意，表示 “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

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他们的独立”。民国 １１年
（１９２２）赴德国留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１４
年 （１９２５）到苏联学习。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中共
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

国，他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１１月中旬，以杨
?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中共重庆地方

军事委员会在重庆成立，策划领导了泸州、顺庆起

义。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他同陈毅
发动了湘南起义，后率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

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民国 １９年
（１９３０）后，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校长、中国工农
红军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

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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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四次大规模 “围剿”。被誉为 “红军之父”。民国

２３年 （１９３４）１０月长征，民国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１
月，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 （今志丹县），同

中共中央会合。民国 ２６年 （１９３７）抗日战争爆
发，任八路军总司令。在八年抗战中和毛泽东一起

指挥各个解放区战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

不朽的功绩。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辽沈、

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

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在革命的

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

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

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

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
军衔。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届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共中央副主席。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在北京逝世。
【张　澜】　张澜 （１８７２～１９５５），字表方，

南充县 （今西充县）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

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德高望重的国家领

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清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张澜中秀才。后在广
安、南充教书。清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赴日本
留学，因公开倡议慈禧退朝，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从日本回国后，在南充、成都等地办学任
教。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被当选川汉铁路特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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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会副会长，与蒲殿俊、罗纶等人领导四川保路运

动。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出任川北宣慰使，驻节南
充，改良地方政治。民国 ５年 （１９１６）川北护国
军总司令部在南充成立，宣布起义。讨袁胜利后，

蔡锷荐张澜为嘉陵道道尹，掌管川北庶政。张澜励

精图治，惩治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举廉能，

除恶霸，革陋规，去弊政。川北大治，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四川百姓赞誉张澜为 “川北圣人”。蔡

锷将军称其为 “今日之管仲”。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
任四川省省长。张澜以省长职主持北京 《晨报》，

支持 “五四”爱国反帝运动，探索中国的出路。

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母故回南充，随后办报、办学、
办实业。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任成都大学 （今四川

大学）校长，提倡思想和学术研究自由。抗战时

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

动。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
盟，被选为主席。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 “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改组为 “中国民主同盟”，仍当选为民

盟主席。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他坚决反对国民党一
党召开的 “国民大会”，并拒绝参加大会。民国３８
年 （１９４９）４月国民党企图挟持张澜去台湾，张澜
坚决不走，遭到软禁。是年５月经中共地下党组织
大力营救脱险，应中共中央邀请去北京参加筹备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登上
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１９５４
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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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

主席。１９５５年２月９日在北京逝世。
【罗瑞卿】　罗瑞卿 （１９０６～１９７８），原名罗

其荣，南充县 （今顺庆区）人。中国无产阶级革

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领导人之

一。

罗瑞卿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在南充中学读书时
参加学生运动。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考入黄埔军校武
汉分校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民国１７
年 （１９２８）在上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民国１８
年 （１９２９）被派往闽西革命根据地，任上杭蛟洋
游击队教官。后历任红５９团参谋长、支队党代表、
师政委、军政委。民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８月１日荣
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级红星奖章。第五

次反 “围剿”失败后，参加长征。民国 ２４年
（１９３５）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民国 ２５年
（１９３６）任抗日红军大学 （后改为抗日军事政治大

学）教育长、副校长。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任八路
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协助朱德、彭德怀领导和指挥

了 “百团大战”、反 “扫荡”斗争和敌后抗日游击

战争。抗战胜利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

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政

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太

原前线司令部副政委。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任
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任中央人民政
府公安部部长、政务委员、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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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１９５３年兼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院长。１９５５年
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１９５６年当选为
中央委员。１９５９年任国务院副总理，９月起任中共
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

长、国防部副部长。１９６１年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
主任。１９６２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
书记处书记，１１月兼任原子能工业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１９６４年大抓全军训练工作，在短时间内非
常快地提高了军队军事技术，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

出了新的重大贡献。因受林彪等人的诬害，１９６５
年被解除了党政军一切职务。１９７５年恢复工作，
任中央军委顾问。１９７７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１９７８年 ８
月３日在联邦德国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逝世。

【范　目】　范目 （生卒年不详），今阆中市

人。刘邦谋士。招募巴国躴人为刘邦效力，为刘邦

取关中、定三秦、首先攻入长安立了大功，被封为

长安建章乡侯。因躴民思乡，范目请还故里，刘邦

徙封范目为阆中慈凫乡侯，范目再辞，刘邦乃封范

目渡沔县侯，准许还乡并免除参战的罗、朴、咎、

鄂、度、夕、龚等姓的赋税。故范目有 “亡秦三

侯”之称。

【纪　信】　纪信 （？～前２０４），字成，安汉
县 （今西充县）人。刘邦大将，舍生救主。楚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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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刘邦被项羽围困于荥阳，粮草殆尽，十

分危急。纪信献计，写降书传于项羽请降。傍晚，

纪信乘坐王车驶出东门，直赴楚营。午夜，刘邦乘

机与数十骑从西门逃走。纪信车到，楚兵以为汉王

来降，高呼万岁。项羽出营审视，见车里坐的不是

刘邦时，恼羞成怒，命军士将纪信投入油鼎，活活

烧死。西汉建立后，为表彰纪信舍身替死、安兴汉

室的开汉之功，在纪信的家乡置安汉县。自汉以

后，历代对纪信均加追赠。宋封 “忠佑安汉公”，

元封 “辅德显忠康济王”，明封 “忠烈侯”。故南

充亦有 “忠义之邦”之称。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 （前１７９～前１１７），
字长卿，小名犬子，今蓬安县人 （《史记》载成都

人）。西汉辞赋家，后人称他为 “辞宗”、“赋圣”。

因仰慕蔺相如的为人，故改名相如。少时喜欢

读书、击剑。汉景帝时为 “武骑常侍”，因景帝不

喜欢辞赋，乃称病辞官而去，游于梁国。梁孝王死

后，回川寓居好友临邛县令王吉处。相如弹琴打动

了新寡卓文君，两情相悦，夜里文君勇敢地与相如

一道赶着车马到了成都，结下百年之好。这是中国

古代历史上一段才子佳人冲破世俗观念、追求自由

婚姻的爱情佳话。后武帝喜好辞赋，召相如至长安

为 “郎”官，后拜为中郎将，驻节使于西夷。相

如 “通西南夷”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和睦、共

同发展的先例。后再拜孝文园令，旋以病请求免去

一切官职，在茂陵家中养病至去世。

司马相如一生的主要成就在文化领域，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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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辞赋。鲁迅先生说： “武帝时赋莫如司马相

如，文莫如司马迁。”称司马相如的辞赋是 “不师

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著作代

表主要有 《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哀秦二世

赋》、《大人赋》和 《美人赋》、《长门赋》。

【落下闳】　落下闳 （前１５６～前８７），名闳，
字长公，西汉阆中县 （今阆中市）人。中国古代

杰出的历算学家、天文学家。李约瑟在 《中国科

学技术史》中，称他是世界天文领域中 “灿烂的

星座”。２００４年９月，国家天文学联合会批准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

１６７５７的小行星命名为 “落下闳星”。人们尊称落

下闳为 “春节老人”。

落下闳自幼聪明好学，喜观天象，在天文、历

法、数学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被汉武帝召为

待诏太史。主要成就是提出了 “浑天说”理论，

创制出了世界上最早最完整最精密的天体观测仪

———浑天仪，创制了全世界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新历

法 《太初历》（《太初历》改过去以十月为岁首，

确立了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日制度）和发明

“通其率”（连分数原理）。

【张　飞】　张飞 （？～２２１），字益德，东汉
末涿郡 （今河北涿县）人。年少时即和关羽共事

刘备，后被刘备拜为中朗将。破曹后，刘备以张飞

为宣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守南郡。

平定益州后，张飞为巴西太守 （郡治今阆中市）。

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假节钺。章武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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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刘备称帝，以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录校
尉，进封西乡侯。刘备伐吴前，张飞被部将张达、

范强杀害。后刘备追谥张飞为桓侯，葬阆中。

【谯　周】　谯周 （２０１～２７０），字允南，蜀
汉西充国县 （治今南部县大桥镇）人。蜀汉教育

家，尊称为 “蜀中孔子”。幼孤，好学，善书札，

晓天文。蜀汉建兴二年参见诸葛亮，被命为劝学从

事，后官至中散大夫和光禄大夫。蜀汉炎兴元年

冬，邓艾率魏军逼近成都，蜀汉战降不一，谯周力

排众议，力主降魏，主张统一，被后主采纳。魏以

谯周有 “全国之功”被封为阳城亭侯。入晋后，

累征不起，自陈无功，求还爵士。

他在蜀汉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写 《陈情表》

的李密，文武兼备的罗宪，著 《三国志》的陈寿

等都是他的学生。一生著述颇多，计有 《论语

注》、《三巴记》、《谯子法训》、《五经然否论》及

《古史考》等百余篇。

【陈　寿】　陈寿 （２３３～２９７），字承祚，安
汉县 （今顺庆区）人。西晋史学家，著撰的 《三

国志》，与二十四史的 《史记》、 《汉书》、 《后汉

书》列为前四史，有 “并迁双固”之称。罗贯中

以 《三国志》为蓝本撰写了古代名著 《三国演

义》，后来逐渐形成了风靡世界的三国文化研究热

潮，南充被誉为 “三国文化之源”。

陈寿幼时师从谯周，后任观阁令史、散骑黄门

侍郎等职，因不附宦官黄皓，屡被遣黜。后晋中书

令张华表奏武帝，升陈寿为佐著作郎，出补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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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乃受命撰 《诸葛亮故事集》，嘉封著作郎、治

书侍御史等职。西晋灭吴统一中国，陈寿回到洛

阳，官至太子中庶子，兼著作郎、治书侍御史、长

广太守、散骑侍郎等职。潜心撰著 《三国志》６５
篇，被誉为 “良史”。并著有 《蜀相诸葛亮集》、

《益部耆旧传》等。

【何　炯】　何炯 （７８４～８４１），僧名宗密，
号圭封禅师，西充县人，唐代著名高僧。他自幼饱

读诗书，后信奉佛教，落发出家。在禅宗南派荷泽

宗的第四代传人道圆的介绍下，到荆南拜见张惟忠

（道圆之师），又去洛阳拜见照圆 （道圆之师兄），

后又得长安澄观大师秘传华严宗要义，一心研究华

严宗的经典，成为华严宗第五祖师。后唐道宗追谥

定慧禅师。著作 《禅源诸诠集》、《华严原人论》、

《华严经行愿品别行疏钞》、 《华严经法界观门》、

《圆觉经大疏》、《孟兰盆经疏》、 《禅门宗资承袭

图》等流传中外。

【陈省华】　陈省华 （９４１～１００６），字善则，
新井县 （治今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人 （宋史说

阆中人）。初入仕途即为后蜀国西水县尉。后为宋

陇城主簿，再又迁栎阳令。长子陈尧叟中状元后，

太宗召陈省华入京为太子中允，迁殿中丞，为京东

转运使。历任户部、吏部员外郎，知苏州，与长子

同日受赐绯之荣。后又入掌左藏库，擢鸿胪少卿，

知开封府，转光禄卿。教子严而有方，三个儿子两

个状元、一个进士，两个拜相，一个为将。去世后

赠太子太师，加封秦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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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叟】　陈尧叟 （９６１～１０１７），字唐夫，
新井县 （治今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人，陈省华

长子。宋太宗端拱二年 （９８９）中状元，授光禄寺
丞、直史馆。后迁官至广南西路 （约今广西、海

南两省地）转运使。宋时的岭南两广地方缺医少

药，人们生病多去求神问卜，不用药物。他收集治

病验方，石刻在桂州驿站，既减轻了人民痛苦，也

遏制了巫神为害。当地气候蒸署，他考察地脉水

源，凿井取水，组织乡民每隔数里修一凉亭，植树

凿井，设置饮水用具，乡民称善。在广西因地制宜

推广苎麻生产，下令诸路官吏督促种桑枣。后因政

绩显著调回朝，加刑部员外郎、充度支判官，负责

国家的财政收支。在朝主持了农田水利、裁减冗

员、烦文及马政等工作。后兼群牧制置使，加检校

太傅，最后拜相掌枢密院，开府仪同三司。著有

《监牧议》。去世后谥文忠。

【陈尧咨】　陈尧咨 （９７０～１０３４），字嘉漠，
新井县 （治今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人，陈省华

三子。咸平三年 （１０００）中状元，初授为将作监
丞，后作过通判、考官、知州、知府、知永兴军、

天雄军、观察史、节度使、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

工部侍郎。做地方官时注重水利，在军事上也有建

树。死后赠太尉，谥康肃。

【陈尧佐】　陈尧佐 （９６３～１０４４），字希元，
号知余子，新井县 （治今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

人，陈省华次子。宋太宗端拱元年 （９８８）中进
士，作过县尉、通判、知州、转运使、知制诰、拜

８０２



主要历史人物　

枢密副使、参加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

大学士。

他在水利上的成就最大。任两浙转运使时，钱

塘江堤被海水冲毁，他创制了 “下薪实土法”，堤

岸得以坚固持久。天禧年间，黄河在滑州 （治今

河南滑县）决口，创 “木龙杀水法”，堵决口成

功，很快就使奔腾汹盠的黄河之水回归旧道。又发

动人民加固和修筑长堤，防患于未然。人们长期受

益，尊为 “陈公堤”。他到山西并州 （治阳曲，今

太原市）做官，夏秋之际汾水暴涨，他动员群众

沿汾水两岸筑堤，并植柳数万株，成为造福人民的

“柳溪”。卒赠司空兼侍中，谥文惠。

【张　宪】　张宪 （？ ～１１４２），阆中县 （今

阆中市）人。岳飞的爱将和女婿。以功授副都统

制、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后秦桧诬陷岳飞、张宪

谋反，岳飞父子及张宪相继被捕入狱。张宪备受酷

刑，始终不屈。遂绞杀岳飞、岳云与张宪。秦桧死

后，冤案得到昭雪，立岳王庙与张烈文侯祠祀之。

【韩　娥】　韩娥 （１３４５～？），女，阆中县
（今阆中市）人。蜀中 “花木兰”。幼时丧父母后

由叔父抚养。在兵荒马乱的动荡年月里，叔父将她

女扮男装，改名韩关保。起义军攻下成都，她参加

了红巾军，并拜罗甲为义父。后随义父远征云南，

又到叙南 （今宜宾长江以南）驻防。在军中举止

谨慎，态度严肃。晚睡早起，衣不解带，说是以军

务为重。后来她到成都办事，与叔父母相见，两老

已不认识她。韩娥指着自己头上留下的刀疤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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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母才认出她来。叔父向义军首领讲明了侄女女

扮男装的真情。此事在军中传开，众人十分惊异，

称她为当代木兰。阆中市木兰乡建有木兰庙，以纪

念韩娥这位蜀中 “花木兰”。

【陈以勤】　陈以勤 （１５１１～１５８６），字逸甫，
号青居山人。南充县 （今顺庆区）人，官居宰辅。

善诗文，精著作。陈以勤著 《青居集》。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穆宗即位，以勤首先上疏十事 “定志、保

位、畏天、法祖、爱民、崇俭、揽权、用人、接

下、听言”。希望皇帝 “揽权、听言”， “励精修

改”，以加强明朝一度衰颓的专制集权。并提出

“慎擢用、酌久任、治赃吏、广用人、练民兵、重

农谷”的切实建议，欲对时政有所改革。隆庆三

年 （１５６９）穆宗欣然采纳，并手诏嘉奖其 “忠

恳”，授以勤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入参

机务”。后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师等职。次年任武英

殿大学士，成为一朝有名的宰辅大臣。尽管他恪守

中立，终被排挤还乡。穆宗乃叹曰 “南充哲人

也！”。以勤还乡在县城西郊西河上兴建 “广恩

桥”，在金泉山兴建金泉书院，又以自己的薪俸在

青居山上重修慈云寺等。卒后赠 “太保”、“文端”

之美誉。

【任　瀚】　任瀚 （１５０１～１５９３），字少海，
号忠斋，自称五岳山人。南充县 （今顺庆区）人。

明嘉靖八年 （１５２９）参加殿试，赐二甲进士，为
嘉靖八才子之一，与杨升庵等合称 “蜀中四大

家”。后授吏部主事，又迁考功郎中。他为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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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修方正，尽心执事”著闻，世称 “木头人”。

权门多 “剑疾如仇”。嘉靖十二年 （１５３３）改任左
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嘉靖十九年 （１５４０）
受弹劾，嘉靖皇帝叫他自己陈述时又触怒龙威。遂

降为平民，回到南充。虽几经遇赦复官，却终不得

复用。便在故里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培养家乡后辈英

才上。晚年在栖乐山凿石洞静养，潜心研究六经，

研读 《周易》，阐明儒学，深有所得，并有 《读易

记》刻于岩上。著作有 《春坊集》、 《钓台集》、

《任文逸草》、《任文逸集》等。惟存 《任诗逸草》。

清嘉庆 《南充县志》收文１７篇。
【陈于陛】　陈于陛 （１５４４～１５９７）字元忠，

号垒山人。南充县 （今顺庆区）人，陈以勤之子。

２５岁中进士，旋又中甲科三名，选为庶吉士，授
翰林院编修。万历初年上疏请求撰修明代正史，被

委任编撰副总裁。后升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

读学士。后任礼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

兼东阁大学士。为继承父志，上疏皇帝 “亲大臣、

录遗贤、奖外吏、核边饷、储将才、择边吏”六

事。

【黄　辉】　黄辉 （１５５８～？），字平倩，一字
昭素，号慎轩，又号无知居士、云水道人。南充县

（今高坪区）人。幼年，在任瀚门下学文学和哲

学。万历十七年 （１５８９）殿试，中一甲进士。选
为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迁右中允，充皇帝长

子讲官。以少詹事兼侍学士致仕。

他的诗和书法都很有名，誉称 “诗书双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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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翰林院编修时，竭力改革文风，痛斥 “翰林

体”、“八股文”，效法韩欧散文，言之有物，致翰

林院文风大变。书法造诣高深，自成一体，与当时

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同享盛名。遗作有 《怡春堂

稿》、《平倩逸稿》３６卷、《铁瘦集》８０卷等。
【魏　鼎】　魏鼎 （１８３７～１９２５），名宝珊，

晚号慕遽居士，蓬安县人。教育家。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乡试中举。然三赴京城会试不第，于是致
力于蓬山、玉环两书院任教。任职时 “不谙外务，

惟教育是任”。逢新学萌动，首次在蓬安仿学胡安

定之法，设 “经义、治事”两斋，分科教授。次

又邀乡试诸友，商聘算学师，乃全省首倡，知州方

旭特命名为 “崇实学堂”。鼎亲自为学堂购置经史

时务教科诸书，并自编 《经世文要》八卷、 《经

学》三卷、《史学》三卷、《课艺》三卷、《文辞汇

辑》三卷，供学子使用。之后数年，又编成 《乡

土历史、地理》各一卷，《初等地理》一卷，《格

致浅理》三卷， 《个人历史》二卷、 《历史地理》

三卷，一洗学堂仅以教授生员模拟科举应试文章为

本事之锢习。辛亥革命后，而令其在外就读之儿孙

按月寄回新书杂志阅读，其倾心新学，随时代步伐

前进，对子孙辈多有影响。

【林修杰】　林修杰 （１９０１～１９２７），南充县
（今高坪区）人。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夏，南充中学
毕业后，与刘伯坚等人一道到北京法文专修馆

（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补习法文和工艺课。半年时

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民国 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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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赴法学习。留法期间，他在中国共产党旅
欧支部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民国 １２年
（１９２３）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 １５年 （１９２６）
到南昌任江西省委秘书。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

后，领导党组织转入地下斗争。开辟了赣北根据

地。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年被叛徒出卖被捕，遇害
于鄱阳城外。

【李鸣珂】　李鸣珂 （１８９９～１９３０），曾化名
李春华、李钟鸣，南部县人。民国 ８年 （１９１９），
考入成都四川省高等蚕业学校。民国十一年

（１９２２）毕业回南部任实业所长，创办农业训练
班。民国十三年 （１９２４）弃文就武。民国 １４年
（１９２５）去广东入熊克武 “建国联军干部学校”受

训，旋转入黄埔军校第４期步兵科学习，加入中国
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奉命率部策应朱德的教育

团，支持友军作战。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夏，李鸣
珂奉命回四川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他常化装

成医生、商人活动在一些主要城市和家乡。民国

１９年 （１９３０）春，因叛徒投敌，不幸被捕遇害。
【罗　纶】　罗纶 （１８７６～１９３０），原名晋才，

号康侯，字梓卿、梓青，西充县人。戊戌变法时，

他与李蔚华、蒲殿俊成立 “强学会”、“蜀学会”，

出版 《蜀学报》，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失败，借父

丧丁忧回乡暂避。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１２月，
应聘担任顺庆府中学国文、历史教习兼斋务长。清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春赴成都，任绅班法政学
堂斋务长，兼任游学预备学堂国文教习。在此，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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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与刘行道、熊焘、张澜、徐炯、王铭新等共谋革

新，人称 “六君子”。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任四川
保路同志会副会长兼交涉部长，号召川人 “破约

保路”、“文明争路”，并在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分

会。四川独立后，任四川军政府招抚局长。成都兵

变后，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兼安抚局长。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初，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后，任军事参议
院院长。袁世凯复辟帝制称帝后，罗纶与张澜、钟

体道等人在顺庆举义兵讨袁。民国 １０年 （１９２１）
任县地方自治筹备处主任。次年，应国会之召赴

京，因不满曹锟贿选，辞议员职归家。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当选为四川善后会议代表，继选为审察
长。晚年赋闲家中，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病逝。

【吴季蟠】　吴季蟠 （１８９８～１９３３），字炳章，
南充县 （今嘉陵区）人。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秋到
北京法文专修馆补习法文。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９月
进入法国电影学校学习。不久，中共旅欧支部接收

他为党员。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回国，受党组织的
派遣回南充，建立、发展党组织。民国 １５年
（１９２６）秋，川北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川北
支部正式成立，吴季蟠为负责人。民国 ２２年年
（１９３３），新驻南充军阀杨森收到了对吴季蟠的密
告，杨森逮捕了吴季蟠，未经任何审问便下令将他

杀害。

【杨孝全】　杨孝全 （１８８８～１９３５），仪陇县
人。民国２１年至民国２２年年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春，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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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他带引红军击溃了太平山岳新田民团、孙家山

孙王书民团和观光山李春年民团，为解放南江县大

河口到石板滩、深潭溪立了功劳。民国 ２２年年
（１９３３）１月，杨孝全入了党。１月３０日，大河口
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杨孝全为区苏维埃主

席。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省苏维埃

副主席。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４月，红军撤离川陕
苏区，他负责组织押运机器物资撤离根据地，在广

元嘉陵江边，因敌人迫近，江水上涨，又与红军主

力失去联系，他便毅然决定砸毁机器，沉到江里，

并命令独立团３００多名指战员迅速渡江，动员民工
分散隐蔽迅速离开。待同志们撤出危险区后，他却

牺牲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中。

【张思德】　张思德 （１９１５～１９４４），仪陇县
人。民国２２年年 （１９３３）１０月参加红军，１１月加
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春，任八
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卫连班长。民国 ２６年 （１９３７）
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春，调任中
央军委警卫营通信班长。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秋，
任中央警卫团战士。民国３２年年 （１９４３）夏，在
毛泽东身边当内卫班战士。民国 ３３年 （１９４４）
春，中央机关和枣园警卫人员组织一支生产小分

队，在安塞县石峡峪开荒、种地和烧木炭，他担任

烧炭班长。９月 ５日，他在窑中出炭，因久雨初
晴，炭窑垮塌，不幸牺牲，年仅２９岁。中共中央
直属机关在枣园后山脚下操场举行追悼大会，毛泽

东亲笔书写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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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的挽词，在追悼会上发表了 《为人民服务》

的著名演讲。

【刘怀叙】　刘怀叙 （１８７９～１９４７），字善照，
南充县 （今高坪区）人。川剧剧作家。自幼喜爱

川剧，１４岁拜川北著名川剧花脸杨松亭为师。民
国９年 （１９２０）受聘为合川县肖家溪川剧科班教
师。民国１２年 （１９２３）被聘为南充 “川北戏剧改

良社”（后改为新民讲演团）主教。次年，弃艺从

医。民国 １７年 （１９２８），受省职校聘请为校医。
在此期间，继续编写川剧现代戏，剧本寄重庆

“又新川剧团”公演。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 “又新
川剧团”聘请为编导。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秋，成
都 “又新川剧团”聘为新戏编导。他一生创作的

川剧时装戏达１４０多本。早期代表作有 《哀鸿》、

《三千难民》、《奇女传》、《糟糠之妻》、《庸医鉴》

等。揭露社会黑暗、揭示军阀权贵罪恶本质的剧作

有 《是谁害了她》、 《药》、 《永不凋谢的青松》、

《断鸿零雁》等。讴歌抗日英雄的剧作有 《卢沟桥

头姊妹花》、《滕城殉国》、《独脚将军》、《乞儿爱

国》、《自残》等时装戏。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成
渝常遭日机轰炸，他返回南充。为了慰劳抗日将

士，经常组织募捐演出。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削发
为僧。抗 战 胜 利 后，重 着 剧 袍。民 国 ３６年
（１９４７）冬在重庆逝世。

【蓝梦九】　蓝梦九 （１９０１～１９５３），名锡龄，
蓬安县人。著名农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

科，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农业化学。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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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历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重庆大学农学院、南通

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等校教授，广西土壤调查

所所长、西北技术专科学校教授。民国 ３３年
（１９４４）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土壤胶质化学，并到
欧美各国考察农业。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返国，任
农林部专门委员兼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解放后，

调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先后出版有 《土壤肥料实

验法》、《土壤调查标准》、《土壤学概要》、《土壤

微生物学》、《土壤胶质化学》、《土壤物理学》等

著作，发表研究报告近３０篇，编印有关土壤肥料
学的讲义多种。

【张瑜雯】　张瑜雯 （１８９０～１９５６），又名忠
恕，字心如，南部县人。四川牛痘疫苗制造先驱

者。清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因兄瑾雯留学日本
被携去入京都府立医科大学肄业。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再赴日本完成未竞学业，民国 ４年
（１９１５）获学士学位。归国后，先执教成都高等师
范学校 （四川大学前身），后与留日同学池汝龙

（四川綦江人）在成都合办 “同生医院”，为成都

第一家由中国医师独立主持的医院。民国 １４年
（１９２５），张瑜雯又与友人合资于成都兴办 “同益

公司”，生产碱类。民国 １６年 （１９２７）因老友池
汝龙病，原 “同生医院”解体，张瑜雯遂自力开

办 “民生医院”，被推选为成都市医师公会会长。

民国２２年年 （１９３３）秋，去北平天坛中央防疫研
究所学习制造血清和牛痘疫苗，年底再去上海学习

医药业务。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由北平返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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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一切教育职务，专攻医业，并着手筹备牛痘疫

苗制造所。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在他亲自主持下，
依靠一名医助、两名护士、一名工人，在成都下草

市街医院兼住所内，饲养牛、家兔、白鼠等，接种

并生产牛痘苗。

【王缵绪】　王缵绪 （１８８５～１９６０），字治易，
号稨园居士，西充县人。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考
入四川弁目学堂。毕业后任新军第十七镇第三十三

混成协队官，参加辛亥革命。民国 ５年 （１９１６）
任陆军第十六师团长。民国 ８年 （１９１９）兼任川
南安抚使，民国 １０年 （１９２１）又兼任永宁道道
尹。民国十一年 （１９２２）投奔杨森，被委以十六
师三十二旅旅长。民国十三年 （１９２４）兼任成都
市政府督办。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任国民革命军二
十一军第五师师长。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升任二十
九集团军上将总司令，８月任四川省主席。民国３１
年 （１９４２）升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兼任国
民党陪都重庆卫戍总司令。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任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又调任武汉行辕副主任。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任西南第二路游击军总司令。１２月１４
日，他指使亲信 （新编四十四军代理军长周青廷）

代表该部发出起义通电。１２月 ２７日成都和平解
放。先后被安排为四川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西

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

政协委员。

【王文成】　王文成 （１８８０～１９６１），字彦聪，
四川省安岳县人。爱国天主教神甫。幼时被父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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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当和尚。１１岁时被外国神甫赎出，送入天主
教成都教区修院读书。２４岁在神哲学院毕业后担
任小修院教师。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到成都区主
教公署工作，受洗后取名保禄。两年后被祝圣为神

甫。先后在简阳、温江、南充等地传教。民国十八

年 （１９２９）被选为顺庆教区主教。抗日战争爆发
后，他提出教徒应该当兵抗日，为国效力，并捐献

金钱和物资支援抗战。抗战胜利，他举行 “大礼

弥撒”表示庆祝。他热心教会事业，在南充教区

亲自主持修建主教公署，开办 “临江修院”、 “圣

心女修院”、“慈幼院”，后又积极兴办教会学校，

深受天主教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解放后，曾担任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四川省天主教爱国会副

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四川省政协第二

届委员等职务。

【魏香庭】　魏香庭 （１８８６～１９６２），原名赵
伙娃，艺名 “盖三省”，南部县人。著名川剧表演

艺术家。１１岁随母进城，拜玉顺班鼓师朱云享学
戏，初学 “吼班”。１９岁时到大竹县衙里唱 “堂会

戏”，被县太爷姓魏的奶妈认他为子，改名魏香

庭。他善取其他剧种之长，对川剧进行改革。１９５２
年，他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会，受到周总理的接

见。返贵阳后即办起了戏曲学校。曾任贵州省第

一、二届人民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贵州分会筹委

会主席等职。

【邓锡侯】　邓锡侯 （１８８９～１９６４），字怀松，
号晋康，营山县人。著名爱国将领。１６岁考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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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陆军小学，２０岁升入南京陆军中学。辛亥革命
开始后，回营山 （今朗池镇）训练团丁。民国 ５
年 （１９１６）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后历任团长、旅
长、师长、国民革命军第２８军军长。抗战爆发后，
任第２２集团军总司令兼 ４５军军长，率部出川抗
日。抗战胜利后，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任四川代理
主席，民国 ３８年 （１９４９）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
官。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９日与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通
电起义。新中国建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

水利部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

长，并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

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

１９５５年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周海滨】　周海滨 （１８９３～１９６４），名元复，

又名元福，南充县 （今顺庆区）人。川剧时装戏

先驱者。１５岁时进南充祥泰科班，学唱生角，结
业后留科班教艺，执教 “昆玉”、“三益”、“瑞字”

等科班。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参加新民讲演团，后
任主任。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回南充，先后在 “永

庆乐”班社、“平化”剧社当演员。１９４９年１２月
任平化剧社 （后改名为革新剧社、解放剧艺社）

主任。１９５１年 １１月，任南充市实验剧团团长。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任南充川剧团团长。他是中国剧协会
员，四川省剧协理事，四川省剧目鉴定组成员。他

是川剧时装戏的先驱者之一。导演并主演的时装戏

主要有 《雷雨》、《安南血》、《太太的枪》、《黑夜

枪声》、《武昌起义》、《是谁害了她》、《哑妇与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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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糟糠之妻》等１０余出。解放后，导演并主
演了 《小二黑结婚》、《穷人恨》、《血泪仇》、《柯

山红日》、《年青一代》等现代戏。

【伍非百】　伍非百 （１８９０～１９６５），初名伍
程骥，蓬安县人。民国 ２年 （１９１３）被选为第一
届四川省议会议员，继又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

阀的护国、护法斗争。不久，川中军阀混战，便在

家埋头读书。他素好诸子之学，尤喜墨家。他全面

整理 《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数易其稿，阅七

年而成 《墨辩解故》 （初名 《墨子辩经解》），民

国十一年 （１９２２）由北京中国大学晨光社出版后，
受到当时学术界的赞赏，亦因此而成名。民国１５
年 （１９２６）任国立成都大学教授，主讲墨子、公
孙龙子等课程。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任南充嘉陵高
中校长。民国２２年年 （１９３３）受聘任南京中央大
学教授。抗日战争发生后举家返蜀，弃职寓居于南

充西山。民国 ３０年 （１９４１）在南充创办西山书
院，聘请名流，相与研讨讲习于其间。抗战胜利

后，他以西山书院为基础，创办川北文学院。南充

解放后，任川北行署委员，并兼任由川北文学院与

川北农工学院 （原在三台）合并而成的川北大学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５３年任四川省图书馆
馆长，先后任省政府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省人

大代表。

【于江震】　于江震 （１９１１～１９６７），原名家
洵，又名泽南、岱生、成信，西充县人。民国 １７
年 （１９２８）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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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９３１）春，任西充、南充边境的中共安乐院
支部书记。至夏，建立西区区委，任区委书记兼区

委会主席。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任阆南县委宣传部
部长等职。后来，又任阆南县委书记、川陕省军区

东路游击司令、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长等

职。民国３４年 （１９３５）５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
部组织处长。民国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０月，红一、
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他到延安中

央党校学习。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１月，党中央派
于江震从延安回南充。次年２月，中共川北工作委
员会建立，于江震任书记。他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主持制订南充抗日救亡运动和建党工作的规划，发

展党员 ５００多人，先后建立起 ７个县委、２个特
支，还团结了民主人士张澜、鲜英。民国 ２９年
（１９４０）任川康特委组织部部长。民国 ３０年
（１９４１）到宜宾建立川南特委，任特委书记，完成
保护川南党组织任务后，又返重庆任川东特委组织

部长。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部长。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共西南局委员、组织部

副部长、部长、纪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人事

部长、西南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组织

部、工业部副部长、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含恨离开人

世。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７日，中共四川省委为于江震召
开追悼大会。

【萧泽根】　萧泽根 （１９１１～？），阆中县 （今

阆中市）人。早年从儒，后弃儒经商。他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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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长”醋庄，汲用 “松花井”水，精制发酵曲

药，讲求酿造技术，生产本地名产保宁醋。民国４
年 （１９１５），“崇新长”醋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
览会金质奖章。

【鲜　英】　鲜英 （１８８５～１９６８），号特生，
西充县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考入四川弁目学堂，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被
保送北平陆军大学。民国 ９年 （１９２０）回川任陆
军第十六师参谋长。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任第十师
师长兼江巴卫戍总司令。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辞去
师长职，任四川督办参赞。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在
重庆上清寺建起私宅 １处，以其号而命名 “特

园”。特园一度成为张澜等爱国民主人士聚会场

所。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至民国 ２８年 （１９３９）７
月，又任四川省第十一行政区督察专员。民国３０
年 （１９４１）为 《新蜀报》社长。２月，周恩来到特
园拜会鲜英时提出 “以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

活动，能否借特园举行？”鲜英欣然同意。双方还

同时协定 《新华日报》和 《新蜀报》在政治报道

上取一致行动。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鲜英选为民盟
中央执行委员兼重庆民盟支部主任委员，负责总部

机关报 《民主报》，任董事长，民盟总部就设在特

园。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曾家岩办事处受国

民党军、警、宪、特的便衣监视甚严，特园就成了

大家的聚会场所。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

三次到特园看望张澜和鲜英并作长时间密谈，誉特

园为 “民主之家”。解放后，鲜英被选为第一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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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代表，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

川省人民政府委员、重庆市政协委员。

【张明慧】　张明慧 （１９０２～１９７２），女，南
充县 （今顺庆区）人。南充西医妇科、儿科创始

人。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毕业于广州夏葛医科大
学，留校任教。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在河南卫辉县
慧明医院任外科医师。抗战爆发后，为战事所迫到

汉口任协和医院外科医师。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受
聘于重庆仁济医院，任妇产科主任。民国３２年年
（１９４３），致力于家乡的妇幼卫生事业，回南充开
办 “张明慧诊所”，竭力推广新法接生。民国 ３７
年 （１９４８）独资兴办 “妇孺医院”。南充解放后继

任该院院长。１９５０年，她主办义诊日，１９５１年，
当选为川北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福利部部长，获川北

“模范工作者”称号。当选为南充市 （今顺庆区）

一至五届和四川省一至三届人民代表。１９５６年加
入中国民主同盟。她擅长妇、儿科，从事临床工作

４０余年，撰有 《产惊的疗效》、 《避孕的重大意

义》、《妇女早产》等论文。

【康乃尔】　康乃尔 （１９１０～１９８０），又名明
第，南充县 （今顺庆区）人。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
秋进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史地系学习。次年３月，
被选为上海暨南大学 “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同

月被逮捕，后在全国抗日高潮形势逼迫下释放。民

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１月在四川大学发起成立 “四川

大学生援助绥远抗战会”，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 “七七事变”后，康乃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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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琳等在川大文学院成立 “四川大学学生抗战后

援会”，康乃尔任副主席，并联合其他学校进步师

生成立 “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同时，他还发起成

立 “战时学生旬刊社”，出版 《战时学生旬刊》。

同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 ２８年 （１９３９）
夏，川大毕业到协进中学任教员，担任中共西康省

青委书记。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４月到达延安，他
先后任毛泽东青干校校部秘书、全国青联机关秘书

长、中央学委秘书。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１１月调往
晋绥根据地工作，任中共中兴县五区区委书记、三

分区土改工作团副团长、临县土改工作团长等职。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调中央统战部第一室任主任秘书。
同年１２月，受中央组织部与团中央之命，率中央
团校第二期学员３５人，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到达重
庆，组建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任副秘书长。

１９５３年初，调团中央任秘书长。同年秋，调任西
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后任西康省副省长、省委常

委、四川省文教办公室主任、高教局局长、省科学

技术委员会主任，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副省长，成都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四川大学校长

和党委副书记等职。

【张怡荪】　张怡荪 （１８９３～１９８３），原名张
煦，蓬安县人。《藏汉大辞典》 （以下简称 《大辞

典》）主编，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四川省政协

委员。民国１０年至民国２４年 （１９２１～１９３５），先
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

学、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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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校务委员。他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接触到藏

文资料，发现藏学著作大都来自国外的研究者。当

时仅有一本薄薄的 《藏英字典》和两本词条不多

的 《藏英辞典》，亦是外国学者所编，于是把重心

转到了研究西藏文化，遂萌下编纂 《藏汉大辞典》

的念头。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在北京园恩寺用自己
的积蓄租房成立西陲文化院，自任院长，翻译了

《宗轮晶鉴》（即土观政教史）等藏文典籍。民国

２６年 （１９３７）秋，编成了 《藏汉集论词汇》和

《汉藏语对勘》两书。继后回到成都正式挂出了西

陲文化院的牌子，全力以赴，投入辞典编纂工作。

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编成 《汉藏译名大辞汇》。民

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远去康定，接受了 《西康通志》

的总纂任务。同时，从 《杂集论》、 《瑜伽师地

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广泛收集词汇、

短语。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编写了国内第一本 《西

康省分县地图集》，也完成了分装十大册的 《大辞

典资料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全国藏汉辞书中资

料最丰富的一个稿本。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８），到四
川大学中文系任教，义务性地开设藏语和藏学课

程。解放后，出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

长，继续主编 《大辞典》。１９５８年，中国科学院四
川分院成立后，《大辞典》划归分院领导，他调分

院。他率领 《大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深入

群众，采集口语资料，直到１９６２年才回成都。“文
化大革命”中，《大辞典》变成了 “大毒草”受批

判，他也被冠以 “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

６２２



主要历史人物　

１９７７年，他给邓小平、方毅写信提出恢复 《大辞

典》编纂工作的要求。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

版局根据邓小平、方毅和乌兰夫的批示批示召开了

恢复 《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会议，编纂工作得以

恢复。１９７９年 《大辞典》终于出版了征求意见稿。

１９８５年，《大辞典》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它是我国第一部供阅读藏文典籍、研究藏学课题的

大型综合工具书。

【祝维翰】　祝维翰 （１９１１～１９８３），蓬安县
人。《藏汉大辞典》第一副主编、四川省民族研究

学会常务理事。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在好友的介
绍下，认识了张怡荪，到了西陲文化院，开始了他

的藏学研究生涯。１９５０年，在西藏军区编审委员
会任职，先后任 《西藏日报》编译室秘书和校审

室副主任。１９５９年后，先后在西藏文管会和自治
区人委办公厅编译室工作。１９６２年，抽调到成都
参与 《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文化大革命”开

始后，编纂工作无法进行，他回到了西藏。１９７０
年，被送回家乡蓬安劳动。１９７４年被 《藏汉大辞

典》编写组借到成都，为 《藏汉大辞典》恢复工

作做准备。１９７８年，再次被任命为 《藏汉大辞典》

副主编。完稿阶段，他负责全面审查，字斟句酌，

进一步提高了合编的质量，使这部巨著成书付印有

了可靠的保证。祝维翰除编纂 《藏汉大辞典》外，

还翻译了藏族古典作品 《莲花歌舞出世法言》（西

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祝维翰政治上得到平反，１９８２年，调西藏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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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工作。是年撰写了 《＜藏汉大辞典 ＞的编写》
的论文，到北京参加了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

会议，并被邀请去美国参加１９８３年第十六届国际
汉藏语言学会议。

【张鼎铭】　张鼎铭 （１９００～１９８５），字世勋，
阆中县 （今阆中市）人。著名数学家。民国 ８年
（１９１９）毕业于保宁府属联合中学，教小学一年。
民国１０年 （１９２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民
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升入该校数学研究所深造。民国
１６年 （１９２７）毕业受聘为沈阳东北大学代理教授，
又先后在北京、成都、陕西、兰州等地大学任教。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初，赴英国剑桥大学数理研究
院进修，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１０月获博士学位。当
年应爱因斯坦主持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聘请

赴美，任该院研究员。上海、南京相继解放后，他

谢绝美方挽留，于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夏回国，任
四川大学教授。此后一直在四川大学任教，并任四

川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他在世界数学界享有盛誉，

对积分方程和反函数的研究有独到之处，在国内外

著名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２０多篇。联邦德国 《数

学文摘》、苏联 《文摘杂志》、美国 《数学评论》

等权威性杂志，都曾专文介绍。１９４９年他在美国
《数学会汇刊》上发表的 《论线性积分方程奇值与

特证值的分布》一文，国内外专家认为奠定了研

究迹类算子奇值与特征值关系的基础，至今仍是一

篇经典文献。晚年全部精力用于对数学中著名难题

“费马大定理”进行研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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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　任白戈 （１９０６～１９８６），南充县
（今嘉陵区）人。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由共青团员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共青团四川地委 （相

当于省委）负责人、川东学联常委。民国 １６年
（１９２７）秋，担任共青团川西北特委兼成都市委组
织部部长。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受党的委派建立中
共江北县委，并任县委书记。不久即赴上海从事马

列主义书籍翻译工作，并参加沪东区委文化支部工

作。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夏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
生中负责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工作，担任 “文总”

书记，剧联会主席团主席。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抗
日战争爆发后，冒险返回祖国，在上海组织留日学

生救国会并担任常务理事。９月在延安陕北公学任
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员。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６月起
任抗大七分校三大队队长、抗大总校陆军中学校

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

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部长、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的

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９月作为
军队代表赴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担任第一届

全国政协委员。是年冬，南下入川历任重庆市军管

会文管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重

庆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西南抗美援朝运动委员

会副主席、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重庆市委

副书记、第一书记兼市长，重庆军分区、警备区第

一政委。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四川省

委常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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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１９７５年９月任中共四川省委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省政协主席，省文联名誉主席。曾当选为中国共产

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党的十二大后，当选为中共中央顾

问委员会委员。

【任乃强】　任乃强 （１８９４～１９８９），南充县
（今嘉陵区）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教育家、民

族学家。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赴京考入北平农业专
门学堂 （今北京农业大学），参加 “五四”运动。

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毕业后在北京 《晨报》供职。

次年随张澜返南充任南充县实业局长，兼南充中学

教务主任，创办 《实业半月刊》，自己撰文、编

辑、发行，宣传实业救国。他对研究四川历史地理

兴趣极浓，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发表了近代第一部
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 《四川史地》

一书，首次从现代地理角度论述了巴蜀的地理特征

及社会发展影响。民国２２年年 （１９３３）相继任重
庆大学教授、省立中学校长。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
时被推荐为筹建西康省建省委员。民国 ３１年
（１９４２）任西康省通志馆筹备主任。民国 ３２年年
（１９４３）受聘于华西大学社会系教授兼边疆研究所
研究员。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任四川大学教授，为
推动藏学研究，他发起组织我国第一个康藏研究的

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主编出版 《康藏

研究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南民族事务委

员会委员、政协四川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四

０３２



主要历史人物　

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南民族学院特邀教

授、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

省民族学会、四川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四川

省文史馆特约馆员，民间文学会理事，原南充地区

历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以及３０余个地 （市、州）地

方志编纂顾问。１９７９年后，相继完成 《羌族源流

探索》、 《川藏地区历史资料汇编》、 《山海经新

探》、《周诗新诠》、《四川地名考》、《四川地名考

释》、《张献忠》等十多部著述和近百篇论文，约

５００万字，其中 《羌族源流探索》既是一部研究羌

族历史的开拓性专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从

单一民族入手，历史性地回答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形

成史的一本专著。

【沈前明】　沈前明 （１９２１～１９９０），蓬安县
人。全国著名灭鼠专家。１９５０年进蓬安县卫生院
（今蓬安县医院）当清洁工。１９５８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６０年调入蓬安县卫生防疫组 （今卫生防疫

站），１９６２年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１９６６年任蓬
安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三次赴北京参加先进代表

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曾

被多家科研单位和省级卫生防疫站分别聘请为特约

研究员、顾问。

他自幼恨鼠，常利用闲余时间灭鼠。１９５２年
中共中央号召除害灭病，他灭鼠更加积极。经过仔

细观察和刻苦练习，能发出酷似猫叫的 “唬”声

灭鼠。他根据鼠类的各种特点和生活习性，先后提

出了 “关、扣、夹、挖、灌、淹、熏、毒、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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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整套灭鼠办法，消灭了近百万只老鼠。１９７４
年，被邀参加全国食道癌病因考查队，在四川、河

北、河南、山西等省进行先后４个月考查，他亲手
捕捉、解剖活鼠５５００多只，为研究鼠患食道癌和
人患食道癌关系的调查作了贡献。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７９
年先后参加地、省、全国科学大会，获 “人工捕

鼠科研奖”，被誉为灭鼠专家。他先后为省内外

２００多个部门举办的灭鼠训练班上课，为国外友人
作过灭鼠表演，配合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中国

农村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 《灭鼠》、

《消灭野鼠》、《地震与老鼠》科教片三部，还配合

沈阳自动控制研究所等５个单位研究电子灭鼠器、
自动捕鼠装置灭鼠工具两种，中央和四川的广播电

台、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工人日报》、

《四川日报》和多家刊物先后多次介绍过他的灭鼠

事迹和经验。

【魏时珍】　魏时珍 （１８９５～１９９２），名嗣銮，
字时珍，蓬安县人。著名数学家。民国 ２年
（１９１３）赴上海考入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工学院学
习，毕业后被聘为该校德文教员。民国 ９年
（１９２０）赴欧进入德国福朗克福大学学习数学。民
国十一年 （１９２２）转入有 “数理王国”之称的哥

廷根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哲学。其间，他翻译了

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五万余字，连同他给爱因

斯坦的信及爱因斯坦的复信一并交 《少年中国》

三卷七期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日发行）自编的 《相对

论专号》发表，并写了 《读国内相对论著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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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评》一文。继后，又撰写了 《摄力论》三万

余字，评述牛顿和爱因斯坦的 《摄力论》，刊于

《少年中国》三卷十二期。他还在哥廷根大学学生

会用德语演讲 《康德与马克思对话》，并将其译成

中文，改名 《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载于 《哲学评

论》。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夏在哥廷根攻读博士毕
业。他用数学方法，解决了物理弹性力学范围内的

疑难问题，写成 《在平均负荷下四边固定的矩形

板所呈现的观象》的论文，研究板块的张力和曲

度，这个研究在建筑学上有重要价值，当即受到权

威学者的推崇，学校授予他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副篇为哲学，又称哲学博士。他是四川的

第一个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数理哲博士，人称为

“双博士”。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回到四川，次年受
聘为成都大学教授，兼教成都师范大学。继后任成

都大学数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民国 ２１年
（１９３２）９月，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
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魏时珍辞去理学院院长职

务，仅任教授，致力著述，他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偏

微分方程教材，是该学科在中国这一分支的奠基

作。民国２２年年 （１９３３）复去德国进修，次年回
四川大学。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任川大理学院院
长。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筹建川康农学院，魏时珍
任院长，全力主持院务和教学。民国 ３５年
（１９４６）任新成都理学院院长。１９５１年受聘为四川
大学数学系教授。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期，他讲授
《偏微分方程》、《数理方法》、《理论力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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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等课程，潜心编著教材。１９５８年，重新撰
成 《相对论》，翻译了 《变分法》一书。１９６４年，
写成 《位势论》。１９６５年，写成 《线性积分问题》。

１９６６年，写成 《特征论》。１９８４年６月，德国哥廷
根大学向魏时珍颁发金禧博士学位特别纪念证书

（“文化大革命”中音信不通，迟到了八年）。学术

界称他是 “一颗奎星照海邦”。１９８６年任省政协第
五届委员。

【陈全波】　陈全波 （１９１２～１９９２），四川省
蓬溪县人。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川剧四大名丑之

一。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充市实验剧
团副团长，南充专区川剧团 （后更名南充地区川

剧团）副团长、团长、艺术顾问，南充市文联副

主席，南充地区文联副主席，南充地区戏剧家协会

主席，四川省戏剧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戏剧家

协会会员等职，四川省一至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

他自幼活跃聪明伶俐，尤喜听戏、唱戏。１４
岁在遂宁县观音堂加入永庆乐戏班，学习文武小生

戏艺。后考入亦乐科班。出科后，搭班演出于川

北、川南一带，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搭班上成都演
戏。在三益公剧社，拜名满川西的鄢炳章为师，既

得名师精心指点、言传身教，又善向众多师友学习

揣摩借鉴、取长补短，技艺日益精湛，成为川剧丑

行一大名角。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再上成都演出，
与刘成基、周企何、周裕祥齐名，号 “四大名

丑”。解放后，曾３次应邀进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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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罗瑞卿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１９８３年文化部主办戏曲
演员讲习班，他应聘担任教师。他在从事川剧艺术

漫长的６５年艺术生涯中，勤奋探索，辛勤耕耘，
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川剧界有口皆碑的一代宗师。

【张德钧】　张德钧 （１９４６～１９９２），上海市
人。四川天歌轻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１９７０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充。１９８１年起，先后
在西充县东风机械厂 （川北风机厂）、西充县二轻

工业局、南充地区川剧团、南充地区二轻工业局工

作。１９８２年任南充地区羽绒厂 （下称南羽厂）厂

长，他运用南充地区城镇工业合作联社 （与南充

地区二轻工业局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拨给的 ４
万元和南充地区经济委员会转给企业的３万元职工
奖金及企业进行补偿贸易获得的属企业集体所有的

４３万元收益，由 ２８人起家，从羽绒及其制品起
步，南羽厂成为南充地区、四川省、轻工业部重点

扶持的重点企业。１９９０年南羽厂改造成以 “天歌”

牌系列产品为龙头，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跨地区、

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外向型股份制企业，经营范围

覆盖羽绒制品、进出口贸易、产品开发、软件技

术、房地产、投资等行业。是年，经南充地区行署

批准，张德钧以南羽厂和他创办的海南四海工贸公

司及深圳金海、鑫海、四海等子公司之净资产权益

折股，组建成四川天歌轻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至１９９２年，经成都市会计师事务所和股票上
市公司确认，四川天歌轻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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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总资产增大到８１５４万元。是年１０月天歌成为
上市公司即将实现，他飞抵北京办完股票上市事宜

后，从成都返回南充途中突发脑溢血，经多方抢救

无效逝世。四川天歌轻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开创了全国第一家集体企业上市之先河。

【罗存涛】　罗存涛 （１９４９～１９９６），仪陇县
人。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１９６８年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１９６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军营１８年从战
士到班长、司务长、排长、连长、团车管助理员，

先后受到各级嘉奖７次。１９７０年出席全军学雷锋
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１９８０年当选为集团军第五次
党代会代表，１９８１年３月被沈阳军区评为标准化
管理标兵。１９８６年转业到仪陇县保险公司车辆保
险科工作。１９８７年经职工推荐、组织考察，被认
命为公司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不久任公司党组

书记、经理。他带领一班人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

度，十分注重练好企业内功，树立良好的外部形

象。每年有半年时间在乡村，要走七八千里路，几

乎走遍全县所有乡镇，大家称他为 “铁脚板经

理”。因辛勤工作、积劳成疾，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逝
世，后被中共四川省委追授予优秀共产党员。

【刘纯夫】　刘纯夫 （１９２５～１９９８），又名刘
进化，山东省栖霞县人。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７月
参加革命工作，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９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栖霞县院头窑小学教员，胶东支前办

事处调拨员、支前担架队政委，华东第四民管处参

谋，安徽省安庆市工商科长，江西省贵溪县花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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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入川后至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历任
广安县工商科副科长、科长，广安县百货公司、土

产公司经理，广安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南充地委统

战部秘书、副科长、副部长，阆中县委书记、县

长、县委第一书记，阆中县革委主任。１９７３年１２
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任中共南充地委书记。１９７６年
１１月至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任中共南充地委第一书记。
其间，１９７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８年４月，任南充地革委
主任。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当选为四川省副省长。１９８８
年，当选为第六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９４年１２
月离休。

【萧　秧】　萧秧 （１９２９～１９９８），又名陈铮，
阆中县 （今阆中市）人。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在重
庆参加学生运动。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中共华北局城市工

作部干部，北京军管会干事，北京电信局军事接管

委员会军事联络员，北京玻璃厂军代表、副厂长、

厂党委书记，北京玻璃总厂厂长、党委书记，北京

市革委会工交办公室副主任，工业调整办公室主

任、经委副主任、电子领导小组副组长、进出口委

副主任兼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外经贸委常

务副主任。１９８４年３月调重庆，先后任中共重庆
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１９９３年
先后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

省省长，并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

任。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

共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四届中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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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委员。

【杨国宇】　杨国宇 （１９１４～２０００），仪陇县
人。民国 ２２年 （１９３３）参加红军。民国 ２４年
（１９３５）５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８月转入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

总部宣传员、红３１军９１师２７４团排长、红四方面
军总部译电员、红３１军军部译电员等职。参加了
川陕苏区反 “围攻”作战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

里长征。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

军政处长、中原军区司令部交通处长、运输司令部

副政治委员等职。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２月任第二
野战军第１１军参谋长，率部渡江入川，进军西南，
胜利完成了重庆、成都外围歼灭战。１９５０年１０月
任海军青岛基地任参谋长。１９５６年９月入军事学
院海军系学习。１９５８年奉命组建海军训练基地并
任该基地副司令员，次年 ３月兼任参谋长。１９６７
年５月至１９７４年１０月被派往第七机械工业部军管
会任第一副主任。１９７５年３月调回海军，先后任
海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等职，曾作为团长

率领军事顾问团赴柬埔寨进行军事交流。１９８５年
任南极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率领中央慰问团赴南极

慰问我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团，并参加了 “中

国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他１９５５年荣获了三级
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１９６１年晋升海军少将军衔，１９８８年荣获一级红星
功勋荣誉章。曾任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撰写了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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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承用兵要旨》、《刘邓麾下十三年》、《梦萦魂系》

等著作。

【王叔云】　王叔云 （１９２３～２００２），西充县
人。著名经济学家。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毕业于中
央大学经济系，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毕业于南开大
学经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
起，先后在达仁商学院、相辉学院、乡村建设学

院、重华学院、中国公学等校任讲师、副教授。解

放后历任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经济研

究室研究员，重庆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四

川财经学院计划经济系和农业经济系副教授、教授

兼系主任，科研处处长，学院副院长、院长。后担

任西南财经大学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四川省农经学会理事、四

川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

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农村金融学会副理事长、四川

省科协委员、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兼农经组组

长。王叔云曾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四川省委主任

委员、四川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等职务。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

家政府特殊津贴。晚年还兼任四川省农经学会名誉

理事长、民革四川省委名誉主委。

他在科学研究、教书育人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主要著作有 《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浅论》、 《农村经

济改革与发展》、《农业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

践》（主编）、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 （主

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 （编委）、《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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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编委）。主要研究报告有 《四川省粮食稳定

增长因素及其相应措施的综合报告》、 《发展四川

省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报告》、 《我国城乡工农关

系发展趋势研究》等。

【罗清泉】　罗清泉 （１９４４～２００２），仪陇县
人。全国优秀教师、劳动模范。他小学即将毕业

时，在一次体育课中不幸摔断了右腿，留下了终生

残疾—右腿高位截肢。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仪陇

中学高中学习。１９６２年高中毕业后毅然决定献身
山区教育事业。１９６３年，创办了文星乡高龙村有
史以来的第一所民办小学。“文化大革命”中，他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取消了民办教师资格。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１９８４年，他拿
出自己的所有积蓄，在自家的自留地上新建起了一

所８０多平方米的土木结构的学校。１９９３年，被评
为全国优秀教师，他把国家教委、国家教育基金会

发给的５００元奖金捐给了办学经费十分困难的乡中
心小学。他还用自己的工资买来一台缝纫机，一边

教书，一边给学生们缝补衣服。他常用自己的钱资

助贫困学生的学杂费和学习用具，先后有９１名特
困学生在他的资助下重新回到了学校。多年来，他

的教学成绩一直位居文星乡同年级前列。他结合教

育教学工作实践，撰写了科研论文 ５篇，其中
《如何在农村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和 《德育，塑

造二十一世纪人才奠基工程的核心》两篇论文，

被评为 “国家优秀论文”。《教育导报》以 《一个

人的学校，一个人的家》、 《四川工人日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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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风景线》、 《南充日报》以 《春天的耕耘

者》、《人民法院报》、 《四川日报》等报刊和省、

市电台、电视台均报道了他扎根山区呕心沥血教书

育人的突出事迹。曾当选为南充市首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南充市残联副主席、当代改革发展理论中

心研究员。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８年先后两次被评为 “全

国优秀教师”，１９９４年被评为 “四川省十佳优秀园

丁”，１９９５年被中央和国务院授予 “全国劳动模

范”，１９９７年被评为 “四川省自强先进个人”，其

业绩载入 《中国教育专家和教育人才》等辞典。

【赵蕴玉】　赵蕴玉 （１９１６～２００３），原名文
蔚，后改赵石，字蕴玉，阆中县 （今阆中市）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协会会员。曾为成

都画院顾问、四川省诗书画院顾问、中国老年书画

研究会四川分会副会长。

赵蕴玉在读中学时，因酷爱绘画而辍学，专修

绘画。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到成都入大风堂，师从
张大千先生学画，同时在成都岷云艺专任教。解放

后，先在川北区从事戏剧工作，后在省博物馆研究

古代字画并参加复制古画，摹写的作品几可乱真。

他的绘画继承了中国绘画艺术优秀传统，创意精

深，工笔、写意、重彩、白描均技法精湛，随手拈

来，无不自然成章。长于人物、花鸟、山水、走兽

等，尤工仕女。主要作品有 《秋菊双猫》、 《峨眉

山全景》、《蜀宫乐伎》、《薜涛制笺》等。其作品

被海内外众多收藏家及博物馆收藏，多次在国外展

出和发表。出版有 《赵蕴玉画集》、 《赵蕴玉书画

１４２



!" !#$"% "&' #'"%

$

百扇集》等画集。一幅耗时 １０年的 《蜀宫乐伎

图》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带到日本参展，引起轰
动。一名日本商人出价１８万美元意欲购买，他不
为所动。后英国大英博物馆也想收藏此画，他亦不

同意。

【雷晓晖】　雷晓晖 （１９０５～２００５），女，四
川省安岳县人。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民

国４年至民国 １４年 （１９１５～１９２５），在安岳、成
都、重庆等地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和

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成为当时四川学生界较有影响

的人物。民国 １４年 （１９２５）考入上海大学社会
系，１０月加入共青团，１２月转为中共党员，参加
革命工作。民国１５年至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先后担任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妇女部长、

汉口市妇女协会宣传部长、湖北省二中教员。民国

１６年 （１９２７）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６日，中共五大在
汉口召开，２２岁的雷晓晖作为湖北区的代表出席
了大会。民国 １６年至民国 １９年 （１９２７～１９３０），
先后任中共宜宾县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中共双

江镇党支部宣传工作负责人、潼南县双江镇水绥小

学教务主任、荣昌县立中学教员、广汉县立女子中

学校 长。民 国 ２０年 （１９３１）至 民 国 ３８年
（１９４９），为躲避敌特搜捕，辗转重庆、巴县、北
碚、广安一带，以教书为职业，播撒革命火种，其

间，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在广安重建中共广安地下
党组织。解放后，雷晓晖一直在广安、南充教育战

线工作。曾任南充市 （今顺庆区）政协委员、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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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１９８５年离职休养，２０００年１月中央批准享受
副省级医疗待遇。

【雍宗满】　雍宗满 （１９５５～２００７），南部县
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共十七大代表。１９８３
年１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四房嘴村村主任，１９９４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四房嘴村支部书
记。２００４年３月被四川省委授予 “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８月当选为寒坡乡副乡长。２００５年被授予
“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２００６年７月被授予 “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２００７年５月当选为中共
十七大代表，并光荣出席了党的十七大。他一直从

事农村基层工作，特别是担任党支部书记后，自垫

资金２万余元远赴河南、安徽等地，为村民购回了
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沙参、药菊、杜仲等药材种

子，成功举办了四房嘴村首届菊花会，注册了

“四房嘴”牌药菊，办起了加工厂，并与彭县中药

材公司签订了药材供销合同。仅此一项人均当年增

收４００多元。他利用旧宅基地复耕项目，推掉村里
的２０亩荒山建起了小集镇，复垦耕地 １２０多亩。
并通过八方筹措，建起了四房嘴村支点校，同时自

垫资金４５万元为全村开通了闭路电视。修通了寒
坡场至四房嘴村的村道油路，新建了自来水厂和村

办公楼，建起了农贸市场和专供村民休闲的仙姑山

农民文化公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自然村初步建设

成了省内外出名的文明新村。

３４２



编 后 语

滔滔嘉陵江水，哺育了优秀的南充儿女；滚滚

历史车轮，承载了灿烂的南充文明。

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便捷地了解南充、认识南

充，从而迸发热爱南充、建设南充的激情，我们利

用新修 《南充市志》 （１７０７～２００３）的丰富资料，
择其悠久历史、厚重文化、发展历程、巨大成就之

精华，按照 “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民族、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活动、重点旅游景区、

民间艺术奇葩、风味小吃、名优特产、民间风俗、

掌故传说、主要历史人物”等十二个大类，组织

部分修志工作者编辑了这本 《南充市情》。

《南充市情》涉及时限长、范围广、内容多，

难免存在遗漏和缺陷，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也还存

在错讹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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