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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记者渠宏卿

为什么不回头展颜一笑，让烦恼统统溜掉？
为什么不停住你的脚步，让我的歌声把你

留住……
悠悠琴江流过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人杰

地灵的琴江河畔，土生土长的客家妹子巫妃梅
16 岁那年在日记本扉页上写下琼瑶小说《聚散
两依依》里的两句名言，为自己种下了一个梦
想——— 让我的歌声把你留住。

巫妃梅从小就喜爱音乐，尤其喜欢唱客家
山歌。还在初中时她就展露天赋，踏进五华县双
头中学校门的第一年就获得了校园歌手冠军。
之后，各种歌唱活动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初三毕业时碰巧县采茶剧团来学校招演
员，巫妃梅顺利地入围，进入了为期两个月的培
训选拔。然而，两个月后，她却未能顺利成为采
茶剧团专业演员。

“当时就是两个字——— 沮丧。”巫妃梅说，顶
着亲戚朋友的压力追寻梦想，却竹篮打水一场
空。她一步三回头地作别采茶剧团。

时光飞逝，巫妃梅从五华来到了深圳，成为
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一晃就在平凡的教学岗位
上度过了 20 多个春秋。2014 年，她已成为所在
小学的班主任、语文备课组长、年级组长。

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的巫
妃梅深受师生喜爱。当老师的那些年巫妃梅
说自己很满足，然而每天备完课合上教材

后，她总是觉得缺点什么——— 对音乐的喜爱
这么多年来丝毫不减，还是想唱歌，唱好听
的客家山歌。

像以前一样，巫妃梅业余时间爱参加各种
歌唱活动，只要能有机会唱，她就乐在其中。

梦想只要坚持，总会向你招手。2014 年她
在深圳市坪山新区才艺大赛中获得歌唱类冠
军，大赛评委、深圳音乐家协会主席姚峰觉得她
底子不错，鼓励她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从此，巫妃梅对客家山歌的爱越发不可
收——— 一方面请前辈老师指导科学的发声方法
和演唱技巧，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另一方面收
集整理传统的客家山歌并寻找适合自己演唱的
新创客家山歌，利用各种机会锻炼自己的演唱
能力。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它富有
客家人的语言特色，形成民歌中的独立一
支，2006 年还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她发现这些来自母语的文化散发出迷
人的芳香，正被越来越多的父老乡亲接受和
喜爱。

然而由于很多当代的优秀歌手学不会客家
话，过不了语言关，对客家山歌“望而生
畏”，更别说去推广宣传。与此同时，知名度
有限、经费不足等原因也造成很多优秀的客家
山歌作品仍只是一张纸，得不到很好推广。

巫妃梅希望有更好的途径去挖掘和整理更
多客家山歌，不断丰富和创新山歌。

在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家喻户晓。多年
来，能在太平洋发一张唱片是很多歌手梦寐
以求的事。巫妃梅突发奇想，为什么自己不去
尝试一下呢？于是就向太平洋影音毛遂自荐。
没想到她的想法不但得到了音像出版公司的
支持，还得到了很多词曲作者、深圳五华同乡
的支持。

说唱就唱！经过八个月的努力，巫妃梅的
首张专辑终于在太平洋影音面世。今年深圳文
博会期间，她的首张专辑发布会吸引了众多媒
体的目光。巫妃梅这个普通的客家女人也由此
走进了更多百姓的视野，被亲切地称为“琴江
妹子”。

忽如一夜春风来，尽管巫妃梅不是专业出
身，但丝毫影响不了人们对她的喜爱。专辑里，
一曲《梅州，我的家乡》唱得亲切、动情，勾起了
听众的思乡情结，在网上的点击率和留言不断
攀升，家乡五华的电视台甚至建议把她专辑里
的歌拍成高清 MV 展播。

巫妃梅坦言，出个人专辑，能在广阔的舞台
上歌唱，如今可以说是圆梦了——— 越来越多的
人被她的歌声“留住”。然而，巫妃梅并没有被冲
昏头脑，在接受采访时，她说名利是身外之物，
音乐可以陶冶情操，让人身心愉悦，她乐意在这
条道路上继续前行，与大家分享客家文化、客家
山歌的魅力。

“人生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能感受到音乐带
给自己的爱与满足，这就够了！”

新华社记者吕雪莉、王晓薇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一个偏远的乡村
里，回族“阿娘”马雅宁忙碌着。在一间简陋的彩
钢房里，她一边照料患病的丈夫，一边抚养一对
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心中还牵挂着上大学的大
女儿和今年要高考的二女儿……

不过，夜深人静时，她的心灵却开始了飞
翔：心底的诗歌、手下的剪纸、案头的书法……
就像有诗人说的那样———“生活不止眼前，还有
诗和远方。”

在 2016 第十届中国(青海)国际清真食品
及民族用品展览会上，马雅宁代表化隆县展出
的书画作品，受到不少人的喜爱。她的故事，深
深吸引着、打动着这些来自四方的客人。

在喧嚣嘈杂的展会现场，记者见到了马雅
宁。她手捧着一本书正看得入神，安静得像一朵
睡莲。头戴衬着白纱的头巾，紫红运动服配一条
黑色长裤，一双黑色绣花鞋……马雅宁的打扮
简单朴素。在她身旁，地面上铺展着一幅书法长

卷，旁边是长幅的剪纸作品《金陵十二钗》。她的
剪纸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她的作品还不止这些：展厅里摆放着精心
创作的剪纸画和书法作品，还有厚厚两本诗歌
和散文的手抄本。

“风吹动了沾满星迹的窗帘，我的灯光纹丝
不动。未来溶解在嘴里，有一丝渗透的甜。现实
的枕边，我一次次将手攥紧。谁在四月的风里，
盘点欢乐？八月的云里，收集忧伤？”在一首名为

《深夜》的诗里，马雅宁这样写道。
随手翻开手抄本，娟秀的字迹里，这样充满

诗意的语句俯拾皆是。马雅宁说，这么多年，她
大约写了三四百篇诗歌。她随身带着一个笔记
本，随时记下对生活的感悟和不期而至的灵感。

马雅宁最为得意的是剪纸。“我的剪纸，又
分套色、染色、拼贴……”她说，“小时候帮奶奶
剪窗花，后来长大了，看了不少书，慢慢有了自
己的想法，就开始剪复杂一些的图案。”山坡、老
树、茅草房、老鹰、小鹿、女人和鱼、金陵十二
钗……在马雅宁的手中，这些景物和形象惟妙

惟肖。
今年 38 岁的马雅宁从小就喜欢读书，高中

时因家庭变故放弃了大学梦。在第一段婚姻中，
她和丈夫十分恩爱，生下两个女儿，当教师的丈
夫还经常教她英语。但不幸的是，丈夫遭遇车
祸，让这美好的一切都成为记忆。

在亲友撮合下，她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婚后
也有过轻松快乐的日子。但随着丈夫疾病缠身，
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她的身上。“在参加
清食展出发的前一天，我包好三大盘饺子，蒸好
够吃三天的馍，还擀了面条，留给丈夫和孩子
们，让他们在我离开的这几天里能吃饱肚子。”
她说。

马雅宁所在的村子是青海省有名的“拉面
之乡”，她也曾经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干过拉面
馆。“我们这儿干拉面生意挣钱的人很多，但是
会书法、剪纸的就我一个。”她放弃了干拉面馆，
继续自己的书画创作。

因为没有名气，马雅宁搞书画创作几乎没
有收入。为了赚钱供孩子们上学，平时她只能打

零工，甚至去干在工地和泥、搬砖这些体力活。
“等天热了，白天出去打工，一天能挣一二百元，
就是这样。”她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

2014 年，甘肃临夏有一位商人阿卜杜听说
她的故事后，上门买走了她的一幅百米书法长
卷，这给了她莫大的鼓舞。

生活是如此窘迫，唯一的安慰就是心灵的
自由。在诗歌书画的世界里让心灵诗性地舞蹈，
已经成为她面对惨淡生活的精神支撑和信念。

她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希望能改变现状，去远方看看。“不一定改变自
己的命运，但要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在她看来，剪纸、写字、作诗，这些事情即便
不能扬名立万，也会赋予人生一定的意义，还寄
托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目前，她的剪纸作品《富春山居图》行将完
成，她准备开始剪《清明上河图》，“草稿已经打
出来了。我还在学英语，每天背单词。”

在她的心里，有着更远的远方。
据新华社西宁专电

一位回族“阿娘”的“诗和远方”

▲巫妃梅（右）在深圳市民中心

演唱客家山歌《鹏海放歌》（ 5 月 14

日摄）。 （廖键摄）

“琴江妹子”巫妃梅的客家山歌梦

发展转型新青原，锦绣繁华别样景。
与新世纪共成长的青原区，是江西省吉

安市中心城区的重要一翼，是吉泰走廊的核
心区域，是原中央苏区振兴之地，是一块充满
无限潜力与活力的发展热土。

放眼青原，只见灿烂的阳光下高楼成群，
企业如林，车水马龙，绿树成荫，一个现代化
的新青原悄然崛起。

然而，经济新常态下，青原实体经济发展
也面临挑战，融资难、用工难、成本上升、利润
下滑……诸多难题亟须破解。

好风凭借力。青原区乘着全省上下正在
开展的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专项行动
的强劲东风，借助省领导挂点河东经济开发
区的有利契机，统筹做好“政策、环境、创新”
三篇文章，栽好梧桐引凤栖，打造发展新高地。

做好“政策”文章，强管理降成本

为企业“减包袱”

走进省级吉安河东经济开发区，只见一
栋栋标准化厂房错落有致，一栋栋公租房并
排而立……为充分考虑企业落户、员工住宿
等问题，青原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积极降低
要素成本，多渠道帮助企业“减包袱”。

据悉，企业入驻标准化厂房，不仅可以节
约购地建厂资金，节约设计、装修厂房的时
间，还能大大缩短投入产出周期。如今，该区
建有标准化厂房 15 栋、宿舍 5 栋，面积达
15 . 2 万平方米；建有公租房 1434 套及园区
职工服务中心 3 . 2 万平方米，切实为企业员
工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问题。

“降低企业后勤供应成本，降低企业交通
营运成本，降低企业员工住宿成本，降低企业
用工成本……”结合省里出台的 80 条和市里
出台的 26 条措施，该区出台了《降低企业成
本优化发展环境若干措施》共 18 条，其中 14
条为降低企业成本、4 条为优化发展环境，
““并并驾驾齐齐驱驱””助助推推企企业业发发展展升升级级。。

政政策策出出台台，，宣宣传传要要先先行行。。为为确确保保惠惠企企政政策策
贯贯彻彻实实施施，，该该区区坚坚持持““大大课课堂堂””与与““微微课课堂堂””双双

管齐下，组织“百姓直通车”和挂点帮扶单位
进园区、进企业广泛开展政策宣讲阐释活动，
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红利。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企业发展壮大的
瓶颈。为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该区设立创
业扶持奖励专项基金，建立由政府主导，银行
与小微企业积极参与的倒贷基金，倒贷基金
规模为 3000 万元。目前，该区共为 97家企业
解决“财园信贷通”贷款 3 . 47亿元。

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做到“能降则降、应
降尽降、以补促降”。在“降”的催生下，企业发
展逆势上扬，今年 1-4 月，全区实现工业增
加值、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9 . 1%、18 . 3%。

做好“环境”文章，搭平台强服务

助企业“撑竿跳”

发展经济，项目是关键，环境是支撑。
青原区坚持软、硬环境同时推进，为项目

安家落户建好“跑道”。
该区坚持以城市化理念打造工业园区，

加快推进产城融合。
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服务功能区，努力使

传统工业园区向城区园区互动转变，打造城
园结合的“城中园”和“园中城”。

河东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资金 13亿多
元，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更在公共配套和
生活配套设施建设上下工夫，8 . 28 万平方米
的城市综合体投入使用，园区行政服务中心、
金金融融购购物物中中心心、、员员工工技技能能培培训训中中心心、、体体育育休休闲闲
中中心心、、工工业业展展示示中中心心等等五五个个中中心心建建设设如如火火如如
荼荼，，园园区区““微微公公交交””在在全全市市率率先先启启动动，，投投资资 11 .. 66
亿亿元元的的污污水水处处理理厂厂日日处处理理污污水水 33 万万吨吨…………一一
个个集集工工业业、、金金融融、、商商贸贸、、物物流流、、生生活活和和服服务务为为一一
体体的的城城市市功功能能板板块块快快速速崛崛起起。。

同同时时，，总总规规划划面面积积 33 万万多多亩亩、、已已投投资资 33亿亿
多多元元的的区区现现代代农农业业示示范范园园，，总总用用地地面面积积 888800

亩、投资 5亿多元的汽车文化贸易城等项目
竞相绽放在青原大地。

“三分招商七分安商”。秉承这样一种
理念，该区围绕企业的各类需求大做文章，
实施全方位、立体化帮扶的“保姆式”服
务。按照一个重大项目一名区领导主办、一
个部门单位帮办、一套工作班子专办、一张
限时工作进度表的“五个一”帮扶机制，对
全区所有重点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和农业
企业实行“一对一”“点对点”结对帮扶，
“扶”出一片新天地。

即报即批，实时监管。该区进一步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事
项，对重大项目实行“绿色通道”，并严格实施
效能问责制度，严查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
等行为，为企业发展“松绑减负”、扫清障碍。

环境就是生产力。青原的工业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大变迁，
落户该区的园区工业企业达到 195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61家，工业经济的发展折射出
惊人的进步与跨越。

做好“创新”文章，壮筋骨聚产业

促企业“迸活力”

想想要要在在激激烈烈的的市市场场竞竞争争中中站站住住脚脚，，确确保保
企企业业持持续续发发展展，，加加强强创创新新，，增增强强内内生生发发展展力力和和
竞竞争争力力显显得得尤尤为为重重要要。。

因因为为这这份份认认同同，，青青原原区区逐逐年年加加大大区区财财政政
对对科科技技的的投投入入力力度度，，鼓鼓励励企企业业进进行行技技术术创创新新，，
逐逐步步实实现现了了由由单单纯纯引引资资向向引引资资金金、、引引人人才才、、引引
技技术术等等多多举举措措的的转转变变发发力力。。

该该区区规规定定，，区区属属主主板板上上市市企企业业，，区区政政府府给给
予予一一次次性性奖奖励励 330000 万万元元；；区区属属““新新三三板板””挂挂牌牌
企企业业，，区区政政府府给给予予一一次次性性奖奖励励 8800 万万元元。。区区财财
政政每每年年安安排排不不少少于于 5500 万万元元，，设设立立创创业业扶扶持持奖奖
励励专专项项基基金金，，专专项项用用于于全全民民创创业业的的创创业业补补贴贴、、
创创业业奖奖励励、、创创业业培培训训以以及及创创业业服服务务体体系系建建设设，，

等等。
花香蝶自来！如今，走进各企业，都能强

烈感受到一个个将创新融入发展理念中，政
府创业扶持和奖励资金犹如神奇之手和强
大的“助推器”，激发了全区经济发展的巨大
潜能，焕发出强大的经济活力。河东经济开
发区被授予“省级民营科技园”称号，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共有 8 家，熙龙生态农业、吉瑞
玻璃两家公司成功上市，奥克 1991 文化产
业园、井大阳光城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全市
创业孵化基地，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独具
特色的发展之路。

新媒体催生，智慧催生，本土电商蓄势
待发，正开始书写转型升级的新传奇。该区
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唱戏、全民参
与的形式推动电子商务跨越发展，“一个基
地、两个园区、三大平台、四项工程”横空出
世，井冈绿农网开启了农村电子商务新模
式。

崛起工业园区，聚集产业方阵。该区按
照“抓招商引资带动、抓龙头企业舞动、抓项
目建设拉动、抓园区攻坚推动、抓科技创新
驱动”的“五动”思路，延伸完善产业链，打造
主导产业，发展优势产业，使企业逐步从“高
碳”向“低碳”转变，从“制造”向“创造”转变。
如今，该区电子信息、节能照明、生物医药、
精细化工四大主导产业茁壮成长，占据“半
壁江山”，打造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
光电信息产业基地、循环经济产业园战略目
标拭目以待。

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专项行动，
是省、市、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下一步，
该区将积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用足用活
用用好好政政策策降降成成本本，，用用心心用用情情用用力力服服务务优优环环
境境，，全全面面奏奏响响企企业业发发展展最最强强音音，，开开创创企企业业发发
展展转转型型升升级级的的生生动动局局面面。。

文文//杨杨彩彩霞霞 肖肖和和平平

河河东东经经济济开开发发区区园园区区

电电子子信信息息生生产产车车间间场场景景

区区现现代代农农业业示示范范园园展展示示馆馆

园园区区公公交交车车开开通通

··广广告告··

新华社记者张晓龙、何军

在新疆伊宁市六星街，初
夏午后，欢腾的手风琴声从一
座低矮的临街砖房内传出，回
响在空荡荡的小巷。

推开门，一位金发碧眼的
中年男子坐在木椅上，眼微闭，
手臂熟练地推拉着手风琴风箱
的同时，手指尖飞快地跳跃在
琴身两侧的键钮之上。

一曲毕，男子从音乐世界
重回现实。“我叫亚历山大，俄
罗斯族，58 岁，土生土长的伊
宁市人。”他自我介绍。

亚历山大在 16 岁那年靠
着在伊犁河打鱼，积攒了 300
多元，买下自己的第一台手风
琴。“一台琴解不了渴。”改革开
放后，亚历山大开始到边境口
岸收购国外旧手风琴，同时又
从市区回收报废琴拿回家修
理。

亚历山大的发小兼琴友梁
刚介绍，伊宁城爱好手风琴的
人不少，但琴坏了只能送回原
厂维修，否则就是报废。

亚历山大说，“能救活那些
手风琴的生命”是他最有成就
感的事。琴修好了，才能把伊宁
城里的手风琴声留住。

与琴结缘的 40 多年里，亚
历山大修琴无数，收藏手风琴
800 多台，中国的百乐牌、长江
牌，德国的霍纳(HOHNER)牌，
苏联的图拉(Tula)牌……他把
家中最好的地段都留给了钟爱
的手风琴，家成了手风琴博物
馆。

几天前，亚历山大看上了
中亚商人乌鲁夫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淘来的 1 台
琴，囊中羞涩的他舍不得放手，只得忍痛“卖几台
琴凑些现金买”。

为了缓解经济困难，亚历山大曾计划施行付
费参观，但随性的他没心思守门收票，最终作罢。

令亚历山大开心的是，由于他所在的六星街
居住着汉、哈萨克、维吾尔、回、俄罗斯等多个民
族，又拥有较长的历史和风格各异的建筑，伊宁市
政府正全力将其打造成民族特色文化街区，他的
手风琴博物馆建设也将得到政府的支持。

高温天，店里人少，亚历山大将一大杯冰镇卡
瓦斯一饮而尽后，手风琴声再度响起。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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