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22002200 .. 1111 .. 2200 星 期 五

01 编 辑 唐 舸 首 席 编 辑 陈 歆 02 编 辑 唐 舸 张 勇

晨报讯 上海继续成为中国乃
至全球最富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热土
之一。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为新认
定的 3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 10
家研发中心颁发证书。

此次获颁证书的 40 家跨国企
业，多数来自于上海重点发展的产
业领域。其中，生物医药领域 4家，
信息科技领域 4 家，汽车领域 4
家，智能制造领域 4 家，集成电路
领域 3 家。行业领军企业多，企业
能级水平高，有 5 家来源于财富世
界 500 强企业，大中华、亚太及更
大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达到 9家。
目前，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已累计达到 763
家和 477家。

晨报讯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
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昨天
在沪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
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会
见了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温刚、总
经理马正武一行。
李强对中国融通集团积极参与

支持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
他说，上海与中国融通集团具有良
好合作基础，未来合作空间广阔，上
海将全力支持中国融通集团在沪推
进战略规划布局，共同落实好中央
决策部署和国家战略任务。希望以
此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
对接、实现共同发展，携手推进重点
区域开发建设和重点领域融合发
展。我们将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为企业在沪发展提供更加优
质、更加精准的服务保障。
龚正、温刚出席签约仪式。

晨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
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平安中国建设
工作会议精神贯彻工作，听取第三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
障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李强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
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更加自觉
落实各项重点任务，更好服务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更好服务全国发展
大局。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系统保护
修复，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加
快实现科技和产业创新突破。更加
主动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强化协同，做好示范，推动提升长江
经济带整体优势。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更加坚定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和决
心，全力推动法治成为上海城市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坚持服务大
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推
进，围绕国家战略和重大改革任务
落实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发挥法治
对城市治理的引领保障作用。认真
谋划法治上海建设规划，切实发挥
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

这是她们人生中第一次坐上

飞机。
昨晚，来自青海省果洛藏族自

治州久治县民族中学初中三个年

级的 16 名学生， 经过长途飞行抵
达浦东机场。 排列整齐的队伍里，
出现了几双簇新雪白的运动鞋。

是要郑重对待的，人生中的第
一次， 亦是重要的一次。 11 月 21
日，这些学生就将站上上海嘉定保
利大剧院舞台，奉献“梦行千里·乐
在云巅———脱贫攻坚奔小康”对口
帮扶地区音乐交流演出。节目排练
的负责人之一，是年近六旬的嘉定
区杨柳中学支教老师赵兴洲。2019
年，临近退休的赵兴洲报名参加支

教，成为久治县民族中学的音乐老
师。 在那里，他创作了学校历史上
第一首校歌《神山的花园》。

赵兴洲和这些孩子的故事，仿
佛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在青海
果洛久治县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从
最基础的乐理知识入手，教会学生
识谱演唱之余，甚至能够演奏简单
曲目。

正如《放牛班的春天》里的马
修老师，赵兴洲所做的看似简单教
授音乐，但在潜移默化中，他其实
是在教学生通过音乐认识生命之

美。 而相比电影，赵兴洲的故事有
一个更完美的结尾：他的学生们没
有从高墙里飞出一只只沉默的纸

飞机，而是和赵老师一起登上了真
正的飞机，踏上这次圆梦之旅。

认真谋划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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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继续成为
外商投资热土

音乐几乎伴随了赵兴洲至今
整个的人生。

赵兴洲出生在黑龙江省北安
市，早年参加了校乐队，“当时学校
聘请了一些教乐器的老师，就这样
比较正规地学了一点。”这是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条件有限，不足以让
这个生长在偏僻县城的孩子充分发
展自身音乐的潜能。他曾梦想成为
一名制琴师，“我报考了上海音乐
学院，里面有小提琴制作专业，但在
全国只招4名学生，没考上。”
以音乐为职业的梦想破碎了，

赵兴洲后来成为一名化学教师。他
任职的第一所学校，是离北安市
10 里地的一所乡村中学。“我们
10 个大学同学在一处教书，每天
午休没啥事，我脚踏风琴，大家就
着音乐唱啊跳啊！”赵兴洲说。物
资匮乏的年代，音乐为他们提供了
精神食粮。
“我从来没有扔掉过音乐。大

学里我就听着广播学吉他，毕业后，
我和一个吉他弹得特别好的朋友在
学校办班教孩子吉他。后来，我又
组织了女子铜管乐队，练了一个寒
假，就练 4 首曲子，拿了全市春节
晚会特等奖。”这期间，他调到城里
的职业技术学校，依然教化学。他所
有的音乐授课都纯属业余爱好，

“只要学生想学，我就教他们。”
2003年，赵兴洲来到上海，在

嘉定区杨柳中学教生物。利用业余
时间，他组建了学校里的民乐团。
“买了二十几件乐器，每周利用学
校安排的活动课时间教学，一周能
上两节课。到了周末，我继续辅导
他们。”

花了半辈子“兼职”教孩子音
乐的赵兴洲，终于在自己退休前的
最后一年成为真正的音乐老师。为
此，他在去年来到了4000米的高
原，忍受缺氧带来的一系列高原反
应。

今年暑假，支教完成，赵兴洲
回到上海。但心里终归放不下，决
定还是回久治县民族中学结束自
己的教师生涯。9月，他在临行前
接受嘉定区融媒体采访。“记者问
我去高原有什么打算？我当时说，
希望有机会把高原孩子带到上海
来，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说是
希望，但在当时的他看来这只是一
个遥远的梦想。“没想到记者很热
心，那次之后就和嘉定区教育局领
导说了。他们也非常积极，找到一
家赞助企业。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最终促成这次演出。”

前段时间，久治县民族中学

举办了一次校园歌手大赛，此次
来沪的都是在比赛中表现优秀的
学生。难以想象，他们在一年前才
开始接受正规音乐教育。在赵兴
洲到来前，这所学校从未开过正
儿八经的音乐课，而这并非果洛
州的特例。

今年 5 月，应果洛州教育局
教研室邀请，赵兴洲为全州音乐教
师培训。他在调查后发现，60名参
加培训的教师中，只有 12 名学过
音乐，而这 12 人在学校并不教音
乐。“当地最大的特点就是硬件基
础非常好，学校里的乐器多种多
样，但缺乏优秀的师资力量。”

那些几乎未经使用的乐器被
扔在一隅，蒙上日积月累的灰尘。
赵兴洲看着心里难过，默默将所有
乐器擦拭、调试一遍。“给钢琴调
音是最难的，我在网上买了套调音
工具，花了 3 个小时搞完，不能用
音不准的钢琴教学生。”

“第二个学期，我除了担任久
治县民族中学音乐教师，又被民族
小学邀请，为二至五年级的同学上
音乐课，小学生的乐感很强，但由
于没有正确的教学，我上第一节课
的时候，让同学们唱一首《大树妈
妈》，结果令我大吃一惊，这哪里

是唱歌啊，是在念歌啊。”
这是赵兴洲在自己 2019 学

年支教工作总结中的一段，这份总
结的行文风格让人得以窥探到他
性格中的某种特质，在很多句子结
束时，他用“啊”作为强调。“同学
们对音乐的热爱深深地打动了我，
这里的孩子不能没有音乐啊！”
“没有音乐理论基础知识的支撑，
是达不到更好的演唱和演奏效果
的啊。”……很多个“啊”，从平常
朴实的文字里跳脱出来，泄露这个
60 岁老人内心隐秘的、历经岁月
消磨后得以保全的那部分对于音
乐的激情。

因为赵兴洲在民族中学教音
乐渐渐出了名，当地民族小学的校
长找上门，要把他请过去。从此以
后，他“每天上午在民族小学上
课，下午在民族中学上课，午间休
息时间为民族中学学生教授乐器，
晚上则在青少年活动中心教授乐
器演奏。”
赵兴洲经常对孩子们说：“要

把音乐当做生命看待。”
再过一个月，赵兴洲就要退休

了，他希望孩子们对于音乐的热爱
可以持续下去。“就是这一年的时
间，他们的眼界打开了，胸怀开阔
了，音乐是可以塑造性格的。”赵
兴洲说，当他们未来遇到挫折时，
有音乐的陪伴就是最好的慰藉。

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的故事
嘉定区支教老师赵兴洲带着果洛的孩子明天将站上大舞台

赵兴洲和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孩子们抵达浦东机场

能来上海参加演出，，孩子们十分兴奋。。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杨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