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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商”今年六十五

李公乐

咋让“桐柏山歌”越唱越响亮 找准路径加快发展

招商引资的力度决定安

阳发展的速度，招商引资的质

量决定安阳发展的质量

声音

风从基层来

油用牡丹让俺脱贫有盼头

一线观察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贾黎明

8月 22日，虽然三伏天已过，但
依然烈日当空，热浪袭人。在孟州
市槐树乡上汤沟村的油用牡丹田
里，村民正挥汗如雨地采摘牡丹果
荚。旁边的大路上，停满了一辆辆
等着收购的外地货车。该乡今年收
获的100多吨牡丹果荚，不到一周就
被河南清阳尚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一空。

村民汤心祥刚卖完牡丹果荚，数
着手里的一摞钞票，高兴得合不拢
嘴。72岁的汤心祥，因为身体残疾，
家里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去年，他腾
出4亩地种油用牡丹。“想不到这么赚
钱，头一茬就卖了2000元，按这样预
计明年收入会超过5000元，油用牡丹
让俺脱贫有盼头了！”汤心祥的话，道
出了槐树乡贫困户们的心声。

孟州市一共有21个贫困村7900
名贫困人口，仅地处该市西部岭区的
槐树乡，就有13个贫困村和2569名
贫困人口，分别占到全市总数的
61.9%和32.5%。近年来，槐树乡为了
甩掉贫困帽子，尝试过发展苹果种植、
林木业、生态农业等多种方法，但由于
受地质、水利条件影响，收效甚微。

2013年春，一个偶然机会，槐树
乡党委政府收集到一篇关于油用牡丹
的报道。从报道来看，这种作物对土
壤、水分、阳光等要求不高。同时，它
还是个“懒”活，一次投入终身受益，特
别适合年老体弱群体种植。甚至是一
些轻微残疾人种植，也能不在话下。

“油用牡丹浑身上下都是宝，花
瓣可以做茶，果荚可以育苗，籽粒可
以榨油，丹皮可以入药，经济价值非
常高。现在，国家正在大力发展木本
油料作物种植，已把油用牡丹定为精
准扶贫项目。种几亩油用牡丹，实现
每年人均收入2855元的脱贫目标绝
不是梦。”经过前期的调研了解，槐树
乡坚定了依靠种植油用牡丹脱贫致
富的信心。

2013年秋，槐树乡燕沟村党支部
书记陈天领第一个试种。此后，越来
越多的村民开始把油用牡丹作为脱贫
致富的首选项目。该乡油用牡丹的种
植面积也从刚开始的几十亩一再扩
张，目前已突破5000亩，乡里还成立
了4家专业合作社，带动大家及周边
的沁阳等地发展油用牡丹种植。

据了解，油用牡丹名叫凤丹白，
是整个牡丹家族的鼻祖，可嫁接出任
何品种的观赏牡丹。现在，槐树乡正
在围绕油用牡丹种植区开发旅游线
路，建好牡丹谷及沿途廊道，发展配
套的农家乐餐饮、窑洞宾馆及相关娱
乐设施，让游客在这里实现“吃住行
游购娱”一条龙服务。同时，还在积
极筹建油坊，加工提炼牡丹油，并准
备注册商标品牌，在网上销售牡丹油
及其衍生品，增加油用牡丹的综合经
济效益和附加值。

脱贫不是梦，脱贫更不能等。油
用牡丹，正在以其低投入高产出的可
观效益，走进千家万户的田间地头。
槐树乡人依托油用牡丹种植，不但打
通了他们的致富“钱途”，而且绿了山
乡美了家园。7

古都安阳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安阳的工业门类

齐全，经济实力在全省曾经排名第

四。但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安阳

的发展慢了，“十二五”期间全市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 8.7%，比全省平均增幅

低 0.9 个百分点，主要经济指标在全

省排名后移。加快发展已经没有退

路可言。

当前，对安阳来讲，第一位的任

务就是树立信心，带领广大干部群众

抢抓机遇、克难攻坚、加快发展。

要想加快发展，首先得明确发展

方向，知道朝哪个方向发力。我到安

阳各地深入调研后，发现多数地方的

主导产业不明确，外出招商目的性不

强。为明确发展方向，7 月份我们利

用四天时间，集中开展考察学习和观

摩活动，到新乡、许昌、汝州学习先进

地市发展经验，对我市产业集聚区进

行集中观摩，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交

流学习经验，查找差距不足，增强发

展紧迫感。同时，成立专门队伍，组

织指导各县（市、区）开展专题研究，

确定一至二个主导产业，明确各自发

展方向、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

方向明确后，还要知道发展的路

径是什么，对安阳来讲，就是要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安阳是老工业城市，

传统产业占比大，如果产业不转型，

结构不调整，后续发展就没有竞争

力。我们一方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重点围绕钢铁、建材、煤化工等产

业，拉长产业链条，调整产品结构，提

高产品附加值。比如，我市近年来依

托钢铁大力发展轨道交通、钢结构

件、精密铸造、锅炉、机床等行业，不

断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了高附加值的

产品结构，发展势头良好。另一方面

要积极培育新兴产业，重点围绕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通

用航空、精密铸造等新兴产业，加强

研究谋划，不断壮大规模，形成集聚

效应。比如，安阳强基精密制造产业

园项目是国家工业强基重点工程，该

项目大型智能化生产线的联调联试，

对 全 市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具 有 重 大 意

义。同时，还要做大做强文化旅游

业。安阳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有 5A

级景区 1 个、4A 级景区 6 个，由深圳

华强公司投资建设的安阳市康体文

化运动园正在加快建设，我们将深入

研究，编制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

划和专项规划，推动全市文化旅游业

快速发展。

明确了发展方向和路径后，还要

解决一个发展动力问题，就是加强对

外开放合作。可以说，招商引资的力

度决定安阳发展的速度，招商引资的

质量决定安阳发展的质量。我们一

方面将组织各县（市、区）围绕主导产

业组建专业招商队伍，一个主导产业

明确一班人马，研究透主导产业在全

国的发展布局、投资意向，明确招商

的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逐一拜访，定

向招商；另一方面，将坚持“大员”招

商，结合分管业务招商，市委常委会

将每季度研究一次招商引资工作。

安阳能不能加快发展，关键在抓

落实。我们将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

敢于担当，不畏困难，主动作为，拼在

一线。对于招商引资、项目推进等工

作都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实行常态

化推进。完善督导检查和奖励惩处

机制，对干得好的表扬，干得不好的

通报，甚至调整。通过树立良好导

向，形成强大声势，汇聚起推动发展

的强大合力。7
——中共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

日前在全市产业集聚区观摩活动座
谈会上谈如何加快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任国战整理）

□本报记者 李铮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陈康

8月 14日，桐柏县一处社区公园
里，树荫下五人席地围坐，这其中有刚
上初中的学生，有40岁的家庭主妇，有
经营自己生意的个体户。

“咿呀嗨，叫我唱来我就唱，唱个
刘秀走南阳。”稍稍闲聊之后，一位年
轻的女子起调，声音清亮高亢。

“你不唱来我还唱，唱个刘秀走南
阳；收了岑彭和吴汉，又收姚期马子
章，铁打江山日月长。”其他人在年轻
女子的带领下，和声婉转悠扬。

短短的五句词，在加入了各种口
语化的“吆嚎”“哎嗨嗨”衬词后，成了
一首韵律悠长，独具特色的桐柏山歌。

公园里过往的行人，嬉闹的孩子，
被他们的歌声吸引而来，他们围绕歌
者驻足聆听，甚至跟着旋律小声哼唱
起来。

田间地头想唱就唱

起调的年轻女子名叫罗静，是我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桐柏山歌的传
承人。上面的一幕，是她为学生们组
织的“课外练习”。

在罗静的记忆里，儿时，父亲和村民
们在劳作时，常常会在兴致来时高歌一
曲，“一人唱来众人和，只要有人起调，一
定会引来田里耕作的人们的和唱。”

桐柏县位于豫鄂边区，桐柏山腹
地，是千里淮河的发源地，南北气候在
这里分界，南北文化也在这里交汇，这
里素有北国江南美誉。

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桐柏县，
山歌曾是农耕时期人们最好的消遣方
式。关于桐柏山歌的起源，并无确切
的文字记载，但是千百年来，人们口口
相传，山歌代代流传，形成了鲜明的地
方特色。南阳师范学院教授邵小萌介
绍说，与其他民歌多为七言四句的形
式不同，桐柏山歌多是七言五句，在内
容上，生活中的一事一物皆可入歌。

有教人识字的“字歌”。例如“王
字三点姐姓汪，长字背弓郎姓张，门子
里面坐口子，口播拗口来回家乡我问
官姐住哪方。”

有农忙时，田间劳作的欢乐。例如
《车水歌》中讲述的就是三伏天里，农民
浇灌的场景：“六月里来是三伏，水车架
在河里头。不怕老天不下雨，车得淮河
水倒流，拿不住黄鳝捉泥鳅。”

有恋爱时，互诉衷肠的表白。例
如青年男子以一首《凤求凰》向姑娘表
白：“这山望到那山高，望见阿妹拣柴
烧。没得柴来我给拣，没得水来我给
挑，莫把阿妹晒黑了。”

一幅幅田间美景，一个个鲜活的
生活场景就这样被一首首山歌“记录”
了下来……

从目前抢救回的200余首歌词和
曲谱上看，桐柏山歌从内容上大致可
分为述古歌、农事歌、时政歌、情歌、仪
式歌、劝诫歌等六类。此外，还有根据
生产生活场景，即兴编唱的山歌。

遭遇传承尴尬

今年36岁的罗静是桐柏山歌三个
省级传承人之一中最年轻的一个，也
是唯一受过系统声乐训练的。其余两
位传承人成延强、程立显都已是年过
六旬的老人。

根据资料显示，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当地县乡村文化站的设立，让桐柏
山歌出现了短暂的鼎盛时期。“无论到
哪村，大伙儿张口都会唱”，程立显说，
3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山歌手如今都
七八十岁了，唱不动了。年轻人中却
没有几个会唱的，他感慨山歌手消失
得太快。

“桐柏山歌的演唱对高音区的要
求比较高，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唱高音
会越来越吃力。”罗静告诉记者，传承

人缺失成为桐柏山歌传承遭遇的最大
挑战。目前能唱的就已经屈指可数，
会教的更是寥寥无几。加上随着时代
的变迁，年轻人有了更多的休闲娱乐
方式，对这种传统的山歌学习兴趣和
热情不高。

李修对是桐柏县文化馆馆长，任
职这个岗位8年以来，他走遍各个村庄
寻找桐柏山歌的足迹。

“除了传承人的缺失，桐柏山歌词
谱和曲谱的抢救也是难题。”李修对
说，桐柏山歌多为人们即兴而作，并没
有留下现成的歌词和曲谱资料，抢救
桐柏山歌，只能靠当事人的回忆。

8年里，一听到哪里有会唱山歌的
人，他就“来劲儿”，拿着录音笔，拜托会
摄影的朋友，一起去村里听老人们唱，
回来后根据录音一字一句地整理。

“老人们大多不识字，只会哼唱，
我们回来后再一字一句根据意思整理
完善。”李修对说，靠着这种“笨办法”，
文化馆整理收集了桐柏山歌 200 余
首，曲谱100余首。

常年的奔波让今年51岁的李修对
觉得有些体力不支，他盼望有更多的
人和他一起，争分夺秒，在这些淮河瑰
宝消逝之前尽可能多收集一些。

抢救没有“休止符”

2004年 6月，中央电视台音乐频
道《民歌中国》中，罗静作为桐柏山歌

的代表登台演唱了经典曲目《小小幺
姑娘》《十绣》，这是嘹亮的桐柏山歌第
一次“飞”出桐柏山。

也正是这次的机缘，让罗静产生
了把桐柏山歌传承下去的责任感。“希
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学习山歌，让桐柏
山歌更加嘹亮。”罗静说。

2009年开始，她宣传推广桐柏山
歌的步子更大了，借助每次县里组织
文化演出的机会进行宣传，特意让主
持人把自己的电话公布给观众，并且
开办了桐柏山歌兴趣学习班。

7年来，只有 10余名学生跟着罗
静进行了长期的学习，但能有人同她
一起登台演唱，还是让罗静感到欣慰。

“一个40多岁的个体户，就为了找
寻儿时的记忆，跟着我学了一年多。”在
罗静看来，这些都是桐柏山歌的希望。

近几年，随着当地文化演出越来
越多，桐柏山歌也得到了更多的展示
机会。现在，罗静正在筹划将桐柏山
歌录制成专辑，并且尝试着将其与桐
柏皮影戏合作演出，以唤起更多人的
关注。在她看来，山歌的抢救没有“休
止符”。

罗静一直在探索，怎样通过更加
新颖、更加让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让
桐柏山歌传承下去，她希望政府能够
加大宣传力度，为桐柏山歌提供更广
阔的舞台，让嘹亮的桐柏山歌“飞”出
大山，越唱越响。7

（摄影 陈康）

□本报记者 田宜龙 孙勇

说起张满林，在洛宁县电商产业园
可是“大”有名气，——入驻园区网商
中，他年龄最大，做网商心劲也蛮大。

8月19日，记者见到了65岁的张满
林。“创业路上，年龄不是问题。”老张一
见面就笑着对记者说。2013年就已经
触“电”的张满林，身为网商却以“网盲”
自嘲，说自己其实不懂电脑，不会下单。

细细聊来，老张一口地道的洛宁
话，不时蹦出“O2O，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行话”，让人觉得这位大叔有故事。

张满林是土生土长的洛宁人。洛
宁是苹果之乡，早年头脑活络的他，办
了一个包装厂，主要做苹果包装箱，虽
没发大财，日子过得还不错。

这几年，包装业经历洗牌，张满林
的设备有些跟不上，在当地只能接些
中低端的活儿，揽到高端订单还要送
到郑州、洛阳等地。

“这么一来，别人吃稠的，自己喝

稀的”。张满林有些着急，一门心思想
着，怎样才能多卖点纸箱。

洛宁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种
众多、品质优良、颇负盛名的多种土特
产。张满林掰着手指对记者一一数
来，有上戈苹果、罗岭核桃、崤山各种
山地小杂粮，还有丹参、柴胡、连翘等
中药材，洛宁竹编、麦秸画等传统工艺
品，“要能将这些土特产大规模销售出
去，包装厂的困难不就迎刃而解了
吗？”

实现这个想法首先得有平台。“听
说网络上信息灵通，我就让孩子给我
申请一个QQ号”，学会打字后的张满
林，有时间就会上网聊聊天。

2013年的一天，张满林遇到一个
内蒙古的女网友，她向老张介绍说河
北秦皇岛一家公司有个帮老乡卖土特
产的平台，并建议一块去考察。

“当年刚过完春节我们就去了。”张
满林找到现在的合伙人雷顺龙。

“当时洛阳到秦皇岛只有一趟火

车，还买不上票。老张包我的车，我俩
花了一天时间马不停蹄赶到秦皇岛。”
雷顺龙对当时的情形记得非常清楚，

“我还和老张开玩笑，你见女网友也不
能这么急啊，嫂子知道了会咋想。老张
说，你嫂子够开明，支持我，不碍事。”

见到秦皇岛那家公司的董事长和
名为海霞的女网友后，大家一起聊了
很长时间，张满林心里亮堂了，“我当
时就觉得借助电商平台，肯定会将我
们当地名优土特产品销售出去。”

张满林认定了这样一个道理，政
府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果一个
项目动不动要投入几十万元上百万
元，那不是人人都能干的事，依托电商
平台做网商，创业门槛低，普通百姓也
能干，这事靠谱。

2013年7月，老张拉上雷顺龙将秦
皇岛这个电商平台引进洛宁。雷顺龙
懂电脑负责打理维护，张满林负责开拓
市场。今年4月，在政府部门支持下，
他们的公司顺利入驻洛宁电商产业园。

老张他们将当地的很多土特产都
搬上了网，同时在线下做展示。三年
下来，“不仅收回了前期投资，还带动
了我包装厂的生意。”老张对这一结果
很是满意。

“传统生意不好做，网商转型也要
加把劲。”劲往哪儿使，张满林又有了
新打算。“在农村做网商，卖出去比买
进来更要紧，土特产销路好了，老百
姓腰包有钱了，在网上买东西才更有
底气。”

8月 20日上午，老张一早就赶到
临近的宜阳县，考察一个新项目。原
来，他加盟的电商平台，一年前从欧
洲引进了一种大果榛子，目前在宜阳
试种成功。“长势喜人，好管理还不用
打药，明年就能挂果。一斤市场价能
卖 30 元，比种苹果划算。下一步我
们要引进洛宁，大规模种植，通过网
商加农户的模式带动更多老百姓致
富。”张满林在给记者发来的微信中
这样说。7

创业故事会

民间歌手在桐柏茶园中放声高歌。7

精彩的桐柏山歌表演。7“桐柏山歌”走上央视大舞台。7

“桐柏山歌”省级传承人 罗静

丰收的牡丹
果荚让村民心里
乐开了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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