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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RS近日，
第八届全国少儿曲
艺展演在江苏省张家港市落下帷
幕。由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翔安
区新店镇（新店镇海娃队）选送
的少儿答嘴鼓《阿
嗦》作为
厦门市惟一一个参赛节目，于 8
月 3日入选闭幕式演出，并代表
厦门曲艺走上央视少儿频道舞
台。
此外，在 8月 6日晚上结束
的中国国际青少年艺术特长生才
艺大赛全国总决赛上，
《阿
嗦》还获得了金奖，
其指导老师郭
建居也荣获该赛事 “优秀辅导老
师”殊荣。

青少年曲艺专项展演。
据悉，本次展演共收到了大
陆 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台
湾地区等地推荐选送的 153个节
目。经专家认真遴选，
最终确定了
65个节目入选现场展演。
作为第三届福建省曲艺 “丹
桂奖”少儿大赛甄选出的佳作，古
韵悠长的南音 《我是泉州海丝小
导游》、优雅清新的南平南词《开
窍》、诙谐幽默的莆田讲古《聪明
花开》、童趣十足的答嘴鼓《阿
嗦》4个节目代表福建省入选，
且全部晋级。最终，
来自厦门翔安
的群口答嘴鼓《阿
嗦》脱颖
而出，获得在闭幕式上展演的机
会，并作为优秀节目登上了央视
TUVWXYZ[\]
的少儿曲艺佳作，
《阿
嗦》是
舞台。这也是 2014年以来，厦门
由宋永贤（市曲协副主席）、郭建
据了解，全国少儿曲艺展演
市少儿曲艺节目第三次入选全国
居（市曲协常务理事）创作，曾颖
自 2006年起，先后在北京、江苏、 少儿曲艺展演。
（市曲协常务理事）导演，厦门翔
四川、
福建等地连续成功举办了 7
安区第一实验小学洪奕洋、陈书
届，是全国范围内参与人员最多、 ^_`abcdefg
音、洪菁菁、林语萱、卢子阳、王欣
作为此次惟一代表厦门参赛
举办规模最大、演出水平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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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的马铃薯
运到了厦门闽南农副产品物流中
心，这是同安区与康乐县产业协
作、
产业扶贫结出的丰硕果实。
同安区与康乐县是扶贫协作
合作对象。2017年 10月底，
厦门
同安置业有限公司赴康乐成立
“康乐县同安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成立后，在全市对口
扶贫国企中率先启动产业合作项
目，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种植业，引
进推广新优农产品，提升产业扶
贫功能。
昨日，在闽南农副产品物流
中心果蔬批发商高鑫鹏的档口，
工人们正从一辆满载马铃薯的挂
车卸货，旁边还有工人把一些马
铃薯又一次装车。“正在装车的
这单要送到龙岩，
50筐 2000多
斤。” 高鑫鹏是本批次马铃薯的
代销商，他从篮子里拿出一颗马
铃薯在手里掂了掂，说：
“这次的
马铃薯品质很不错，不输给北方
其他产地。”本次运抵的马铃薯，
共 30余吨。高鑫鹏说，这些马铃
薯大部分将进入厦门市场，市民
在岛内的夏商、民兴超市等市场
就能买到。接下来，
还会有大量来
自康乐的马铃薯陆续运抵同安。
“这几个品种在同安都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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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余佳卉七名小朋友表演的群
口答嘴鼓节目。
“这些孩子从去年暑假开始
学习答嘴鼓，经过近一年的精心
准备，并经历了区、市、省的层层
选拔，最后获得这样的成绩让大

家都很高兴。”郭建居告诉记者，
除了日常的授课和辅导之外，他
还通过翔安区百场文化下乡等活
动，
让孩子们多上台练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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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的种植历史，产量高、薯型
好、商品附加值高、市场需求量
大，能稳定有效地为贫困户增产
增收。” 闽夏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伟伟介绍，第
一批试种产出的马铃薯亩产约
8000斤，随着种植经验的累积，
产量或将进一步提高。目前，
该项
目已推动康乐马铃薯种植约 550
亩，
惠及 107户建档立卡户。
去年 9月，同安区和康乐县
召开东西扶贫协作党政联席会
议。会议指出，
将进一步发挥同安
闽南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的龙头地
位，帮助康乐农民扩大农产品销
售渠道。承担康乐扶贫产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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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任务的同安区属国
企——
—同安置业公司，在当地成
立了农业公司，并推动马铃薯产
业发展作为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的重要举措，在全市对口扶贫国
企中率先启动产业合作项目。
据了解，近年来，同安区认真
落实国家关于东西帮扶协作的部
署要求，围绕基础建设、产业培
育、教育发展等方面开展对口帮
扶，先后投入资金 1600多万元，
使得帮扶村基础设施显著改善、
富民产业稳步发展、农民收入明
显提高，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东西扶贫协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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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海沧，在人们眼中还只
是个“小渔村”，而现在，海沧
实现了巨变，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城区品质不断提升、城乡面
貌日新月异……改革开放 40
年，在海沧奋斗成长过的你，是
否还珍藏着许多珍贵的老照
片？用青春见证变革，
与海沧共
同成长，这不仅是你的记忆，也
是时代的记忆。让我们用老照
片来重温这段风起云涌的城市
回忆吧。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年，海
沧区 委 宣 传 部 联 合 本 报 推 出
“沧海一瞬间，拢来猜海沧”改
革开放 40年“猜猜我是哪”活
动。通过寻找 20张展现海沧改
革开放巨变的老照片，讲述其
背后的故事。
即日起，我们面向社会征
集记录海沧改革开放重要事
件，即海沧地标性建筑的演变、
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乡村面
貌的变化等见证城区建设发展
历程的老照片。
我们将把征集到的老照片
刊登在《海西晨报》上，并通过

ZAKER厦门、海沧之声等新
媒体互动平台展开老照片地点
竞猜；同时，征集到的老照片一
经刊发，我们将为讲述者提供
由厦门易通卡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制作的 “改革开放 40周年
纪念卡”一张 ，竞猜环节中首
个揭开谜底的读者也可以获得
该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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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表海沧改革开
放 变 化 的 老 照 片 !可
以是纪念照" 合影"
工 作 生 活 场 景 等 !搭
配简单文字述说照
片 背 后 的 故 事 !可 上
传今昔对比照片#

wx7y) 将 照
片 发 至 !"#$%&'()*+,

-./ ! 或拨 打 晨 报 热
线 0121111 ! 并 留 下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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