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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山露水

绘一幅青绿长卷

从保山市隆阳区老城出发，向东驱车
不到半小时，高楼大厦还在身旁，一片极
其开阔的水域便已豁然入眼。下车沿湖而
行，微风拂过，波光潋滟，水面宛如明
镜。一条长堤从中穿过。堤上，草木葱茏，繁
花似锦；水中，水草丰茂，鱼鸟成群。

听当地人说，这片面积1.05万亩的水
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青华海。为其命
名的，是明代文人杨慎。

史料记载，保山坝子在远古时期就有
一个哀牢古湖。至明代，这里多数区域仍
是湖泊沼泽。20世纪后半叶起，伴随兴修
水利、围湖造田，近万亩水域逐渐被村
庄、农田、藕塘所替代。青华海幻化为一
个美丽而不可见的传说。

近两年，保山将重建青华海生态湿地
提上议程，并已投入 25 亿多元，付诸实
践。由此，传说重新化为具象，保山多了
一个调节城市微气候的生态“绿肺”。

“过去，到了周末，我们想休闲度
假，都不知道去哪。现在不一样了，到青
华海散步，上东山采摘，能玩的地方太多
了。”一路上，同行的当地朋友多次这样
感叹。据说，常来这里的不仅有本地居
民、外地游客，还有红嘴鸥、翠鸟、野鸭
等50多种鸟类。

站在青华海边，向东远眺，秀美山川
遥遥在望。那片连绵起伏的青山，便是保
山人常常提及的东山了。驱车盘山而上，
梨树、核桃、板栗，各类果树染绿山冈；
栈道、步道、湿地，配套设施初步成型。

“以前，这里水土流失严重，一到旱
季，山间风沙、灰尘满天飞，村民都懒得
耕种。”随行的当地朋友说。很难想象，
他们描述的东山开发之初的景象，距离现
在仅过去两三年。

近年来，保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城市
生态化发展战略，并于 2016 年做出一项
重要决定：按 5A 级景区标准，在保山坝
子中西部规划建设“三个万亩”生态廊
道，将“山、水、田、园、城、绿、文”
等要素融为一体。“万亩青华海生态湿地
恢复工程”、“万亩东山生态恢复工程”及
其附近的“万亩生态农业观光园”，正是
这“三个万亩”。

此后，一幅“显山露水”的青绿长卷
在保山徐徐拉开。不知不觉间，保山的老
百姓们望得见青山了，看得见绿水了，乡
愁有了寄托，还多了生态环保的菜篮子、
花篮子和果篮子。

保山人的目光更加长远，他们精心绘
制的“山水画”可不止“三个万亩”。

隆阳区是保山市的中心城区。生活在
城里的许多居民不约而同地感慨，这两
年，保山的“母亲河”——东河更清澈了。在
东河河道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启动后，这

条发源于保山北麓山脉、最终汇入怒江的
河流，得到了疏浚清淤、边界控制、截污
治污等有效治理，两岸还建起了滨水绿廊。

如今，东河是保山中心城市防洪泄洪
的安全廊道、兼具“蓄排用”功能的海绵
廊道、康体健身的健康廊道，也是可游可
憩的休闲廊道、独具保山农业特色的丰产
廊道、缝合城乡发展的功能廊道。

只有提升绿水青山“颜值”，才能做
大金山银山价值。这个道理，保山人越悟
越透。

养心续脉

添一抹文化底色

若想一睹青华海全貌，永昌阁顶楼堪
称最佳观望台。坐落于青华海湖心岛中的
这座 9 层仿古阁楼，飞檐叠起，巍峨雅
致。登上顶楼，凭栏远眺，近水澄澈，远
黛苍茫，令人心怡。

赏完美景，拾级而下，永昌阁内各
层，不时可见黑白棋子、线装棋谱、竹制
棋盘，其间设有永子展示馆、围棋图书
室、高端对决厅等。阁楼不远处，一座牌
坊高高耸立，其上悬挂一块硕大匾额，题
为“永子棋院”，这便道明了永昌阁的另
一重身份——展示保山非物质文化遗产

“永子”的博物馆。
何为“永子”？保山古称永昌。《徐霞

客游记》 曾有记载：“棋子出云南，以永
昌者为上。”据载，明朝年间，永昌人李
德章将南红玛瑙、琥珀、翡翠等 20 多种
珍贵玉石高温熔化，后经手工滴制，制成
围棋子，称为“永子”，为永昌一宝，嘉
靖皇帝将其敕令为每年上贡之物。

历史烟云纷攘，“永子”烧制工艺一
度失传。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李家后人重新
恢复生产“永子”，经过数代人数十年努
力，“永子”的配方及工艺终于得以复原。

2015 年 5 月，经过 1 年半建设，以永
昌阁为主体的永子文化园在青华海畔落
成。1 年多后，永子棋院正式揭牌开馆。
聂卫平、柯洁、李世石等众多中外围棋大
师都曾来此手谈。“永子”文化在此接
续，围棋文化因此弘扬，保山添了更多文
化底色。

这些年，养文心，续文脉，融古筑
今，类似的工作，保山做了许多。

站在永昌阁东望，东山森林公园依哀
牢山而建。公元 69 年，古哀牢国末代国
王柳貌率 55 万人口内附归汉，成就华夏
民族寻根前行、大归一统的一段佳话。近
年来，东山森林公园将历史与生态有机融
合，深挖哀牢文化，为保山人留存 2000
多年前古哀牢国的文化记忆。

西眺，太保山钟灵毓秀，山腰建有西
南地区规模第二大的武侯祠，保存完善；
山脚，易罗池波光潋滟，静守永昌古城，
相传明朝参将邓子龙戍边卫国，曾在此休
整。池畔立有一座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
记录着军民同胞英勇抗日的悲壮历史。经
历千年风雨，保山总是不缺铁骨与热血。

出了中心城区，依旧随处可感历史的
气息、文化的积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金
鸡村至今保留着洞经音乐，每年都会演奏；
龙陵象达侨乡旅游小镇建设如火如荼，投
资 60万元的图书室已投入使用；重新修复
的滇缅公路上仿佛还能看到南侨机工运送
援华物资、支援祖国抗战的奔忙身影……

在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曾被尘
封于故纸堆中的往事与遗迹，正被逐渐唤
醒，并为更多人所知，“历史文化名城”
的招牌越擦越亮。

适之豫之

建一座平安城市

进入保山中心城区，干净、整洁、秩
序井然是最直观的感受。大街小巷，一尘

不染，没有垃圾。行道树与绿化带修剪齐
整，与路边建筑相映成趣。道路虽不十分
宽敞，却鲜少拥堵，行人车辆恪守交规，
往来有序。

而当夜幕降临，霓虹灯亮，这里更是
别有一番风情。易罗池边，青华海畔，人
们三五成群，或悠闲漫步，或伴着音乐翩
翩起舞。走在街头，茶室、小吃店比比皆
是，忙碌一天的上班族们，呼朋引伴，或
啜一杯滇红，神清气爽；或喝着啤酒撸
串，大快朵颐。

“安之逸之，适之豫之”，《诗经》 所
写的这份由内而外的悠游自在，正是保山
人最平常的心境。在这座房价不高、物价
适中、节奏舒缓的城市，人们有了更多时
间与心情去细细体味生活的点滴美好。

当然，这份美好离不开城市治理者的
用心守护。

不久前，保山民众在一份问卷上表达
了对于这座城市的满意与认可：在 2018
年度云南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中，保
山市综合满意率达96.48%，执法满意度达
96.67%，均位居全省第一。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是评定一个地方
是否‘优美宜居’的关键一票。”保山市
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希涛
说。为了赢下这“关键一票”，2018 年以
来，保山市政法机关以“平安保山、法治
保山、打造全省最安全城市”为目标，依
法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针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
的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甚至在最基层
都配备了专职综治员。

细致的工作带来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年春节前

夕，家住施甸县的侨眷蒋逸心与家人赴缅
甸探亲。因为走得匆忙，他们只关了大
门，忘了关院内的房门。15天后，他们回
到家中，意外发现家里一切照旧，没有遗
失一件物品。这份惊喜让蒋逸心由衷感
叹：“保山的治安真是越来越好了。”

如今在保山，出租车上遗失手机，司
机主动打电话归还；马路上丢失钱包，交
警看见网上求助后一天内帮其找到；游客
在酒店不小心落下手表、首饰等贵重物
品，几天后都会回到自己手中。夜晚穿越
背街小巷，也不再胆战心惊……所谓“路
不拾遗，夜不闭户”，大概便是如此。

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让保山
人的安逸感更强了，也让保山人的幸福感
更强了。外地游客“来了便不想走”，外
地企业更愿来此投资兴业。

边走边看，边听边感，宜居、宜业、
宜游的保山，让人着迷。而更让人期待的
是，搭乘“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这座
滇西边城将大步走向世界，向更多人展示
它的独特魅力。

题图：保山城市生态化成效明显，万亩
青华海生态湿地已建成开放，城乡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取得实效。图为青华海景色。

汪金芳摄

安逸保山入画来安逸保山入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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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沧江、带怒水，保山深
藏于滇西边境的崇山峻岭间。数
百年来，无数人从这里出发，远
赴海外，打拼生活。

如今，作为全国重点侨乡之
一，保山是云南省海外华侨华人
最多的地区，50多万名保山籍侨胞
生活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果这些年经常回乡，海外
乡亲们定会忍不住惊叹保山的日
新月异。近年来，以建成“山水
田园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开放创
新之城”为目标，保山不仅大手笔

“绘绿”、大力度“留根”，还主动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对外
开放合作，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保山市委书记赵德光这样形容这
座城市的活力与潜力——保山之
于云南，正如深圳之于广东。二
者都是各自省份对外开放的前沿
城市。

当然，如果你还没来得及重
回故里，也别着急，且跟着记者
的脚步，趁大好春光，共赴保
山，同赏这千年古城、百年侨乡
的清新、文雅与安逸。

“你们能介绍一下温
州 的 文 化 吗 ？ 特 别 是 吃
的”“你们有没有看 《奔跑
吧兄弟》”“平时都有上哪些
课程？作业多吗？有没有测
验”……近日，浙江省温州
市实验中学“少年郎”国
际传播志愿者服务队与法
国华侨华人会中文学校的
学 生 们 通 过 网 络 视 频 连
线，开展了一次以“共绘
同心圆 同叙中华情”为主
题的跨国文化交流联谊会。

法国华侨华人会中文
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华裔二
代三代，长期居住国外。
两地同学年龄相仿，网络
联谊会一下拉近了他们的
距离。同学们分别以普通
话、英语、法语、温州方
言进行交流。大家对各自的
学习生活情况作了介绍，还
互相介绍了温州与巴黎的
人文景点、风土特色。

在温州市海外传播基
地 ， 实 验 中 学 的 “ 少 年
郎”们个个拿出“看家本
领”，有说英语脱口秀的，
有吹竹笛的，有拿出自己
手工作品展示的，也有弹
吉 他 带 领 同 学 齐 唱 班 歌
的，才艺娴熟，“迫不及
待”地向法国的华侨华人学
子展露自己最得意的本领。

“少年郎”们积极推介
自己的家乡温州。“这是五
味和，可以吃到温州特色
小吃；这里还有老香山，
是 老 字 号 药 铺 ……” 同
样，法国学生也用中文向

“少年郎”们介绍了法国巴
黎的著名景点，唱中文流行歌曲，一些学生还简单地用
温州话作了沟通。法国华侨华人会中文学校蔡天芝的一
曲《玫瑰人生》，赢得温州同学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少年郎”金瑞琪同学说：“与法国学生的网络联谊，
是我们‘少年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新起航，我
们会把‘中国好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

据介绍，温州市实验中学“少年郎”国际传播志
愿者服务队成立于 2018 年 9 月，吸引了温州市实验小
学、温州市绣山中学等学生纷纷加盟，目前拥有队员
90 余人，已相继开展了“月是故乡明”中外交流联
谊、说身边大变化讲改革好故事等系列活动，以学生
的独特视角和方式，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传播“温州
好声音”。

“这次和在法国的华侨华人学生开展交流，迈出了
中华学子文化传播的第一步。”温州市实验中学丁琪老
师说，今天开了一个好头，相信两地学生通过视频连
线，在相互面对面了解之后，将破除陌生感，接下来

“少年郎”与各地华侨华人学子的沟通联系也将会更加
顺畅、多彩。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
去了，温州当地已经是深夜11点多。最后，大家共歌
一曲《难忘今宵》，并相约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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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省温州市实验中学“少年郎”国际传播
志愿者服务队通过网络视频，与法国华侨华人会中文
学校的学生们连线。 鹿 城摄

图为浙江省温州市实验中学“少年郎”国际传播
志愿者服务队通过网络视频，与法国华侨华人会中文
学校的学生们连线。 鹿 城摄

新时代·新侨乡

在澳上海籍侨胞答谢家乡关怀

本报电（卞军） 澳中商业峰会和悉尼上海商会近
日在上海举行答谢仪式，感谢上海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对悉尼籍上海侨胞的关心和支持。

答谢仪式由澳中商业峰会执行主席、悉尼上海商
会会长、上海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卞军主持。中国侨
联海外委员、澳中商业峰会主席杨东东介绍说，峰会
和商会成立 7 年来，积极对接当地主流社会和政商资
源，先后促成或主办一系列民间交流项目和商务品牌
项目，为促进澳中商界交流合作和民心相通搭建平
台。参会嘉宾在致辞中纷纷称赞，澳中商业峰会和悉
尼上海商会多年来为中澳两国各领域交流做了大量工
作，在悉尼的上海籍侨胞为中国发展和所在国经济文
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广西同乡联谊大会在日本召开

4月 16日，第 19届世界广西同乡联谊大会在日本
冲绳召开，来自世界近 30个国家和地区的 370余名桂
籍侨胞欢聚一堂，话友谊，商合作。

此次大会以“开放·合作·共赢”为主题，设置
“商务论坛”、“文化交流”等系列主题活动。广西壮族
自治区政协主席蓝天立率广西官方代表团参加会议。

中国侨联在向大会召开发出的贺电中指出，世界
广西同乡联谊大会是全体广西同乡的盛会，在联络乡
情乡谊，弘扬八桂精神，支援家乡建设，促进住在国
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世桂联
继续汇聚桂籍乡亲力量，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 1983 年 5 月成立于新加坡，
创始人为来自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广西社团侨领。

（来源：中新网）

近日，2019 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音乐会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上演。

一头银发，穿一件白蓝格衬衫。90岁的郑小瑛手执
指挥棒，动作干脆利落，挥洒自如。

郑小瑛是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也是第一
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曾获法国文学艺
术荣誉勋章和俄中友谊荣誉勋章。她热情奔放、舒缓有
致的指挥风格，得到无数海内外粉丝喜爱。

1960 年，自幼喜欢音乐的郑小瑛留学苏联。学成归
国后，她把国外最先进的歌剧排练流程引入国内，建立
了“歌剧车间”排练模式；1995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
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她创立了中国第一支女子交响
乐团，后又创立中国首家民办乐团；培养了吕嘉、俞

峰、吴灵芬、张弦等高徒。
在交响乐演奏中，指挥是一个乐团的灵魂，职业指

挥家不仅需要脑力，对体力要求也非常高：指挥一场演
出一站就是3个小时；为呈现精彩演出，一天排练五六个小
时都是常事。因此，投入工作的郑小瑛时常满头大汗。

但她累中有乐。她曾打比方说，指挥就像舵手，一
艘船在大海上起伏，航线稍有偏离，舵手要能发现并马
上调整过来，这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年近古稀之时，郑小瑛曾三度患癌。不过，在热爱
的交响乐面前，她很洒脱：“对待疾病，我没有什么大的
心理负担，既来之就治之，治好了照样干之，仅此而已。”

“我的座右铭是‘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只要
有需要，我能做的，就一定会努力去做。”郑小瑛说。

在郑小瑛看来，与国外相比，国内交响乐发展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促进国内交响乐发展，需要从体制建
设、资金投入、专业人才培养、大众艺术素养提升等多
方面下工夫。”

几十年来，郑小瑛一直致力于推动音乐艺术普及，
提高全民交响乐素养。如今，她的日程也几乎天天满
档。她除了仍应邀担任交响乐团客席指挥，还在推动

“洋曲中唱”；她举行音乐讲座、在教学网站录制“郑式
指挥法基础”网络视频，并为中小学音乐老师普及指挥
法知识；每次演出指挥前，她都会首先进行讲解……

改革开放以后，一批批中国艺术家走出国门学习，
现在已经有不少华侨华人成为世界一流乐团的骨干。郑
小瑛认为，他们都希望为促进中国交响乐发展做些事情。

在郑小瑛的支持下，其学生吕嘉在 2015年发起成立
全球华人乐团，为全球优秀的华人艺术家搭建一个汇聚
的平台，“让他们有机会把国外先进的理念、方法带入国
内，同时展现华人艺术精英的形象”。

“文化艺术体现的是一种民族精神。”郑小瑛和吕嘉
打算借助全球华人乐团这一平台，汇聚全球华人艺术精
英，每年不定期通过集中训练，将中国交响乐精品介绍
到世界各知名音乐节中去，展现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儿。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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