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寒冬酷暑，总有一批批大

学生和艺术家模样的“外乡人”往

港西镇北双村跑，不知情者为此

感 到 好 奇 ，当 地 人 却 见 怪 不 怪

——他们有的是大学音乐系的学

生和老师，有的是民间音乐家和

爱好者，目的地都是上海阳刚民

间音乐馆。这里众多有关中国民

间音乐的珍贵实物资料，让无数

热爱民间音乐的人们为之心潮澎

湃。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上海阳

刚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刚20多

年来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他修过

路、为孤寡老人送过慰问品、资助

过贫困地区的大学生。一次家庭

会议上，大女儿提出：“用这种方

式回馈社会的人有很多，我们应

该想想换一个方式。”女儿的话给

了杨刚启发，即使散尽家财，个人

的力量也毕竟有限，只有一些无

形的东西才是永恒和不朽的。他

想到了自己从小热爱的民间音

乐，收集崇明瀛洲古调在内的民

间音乐史料，为传承民间音乐做

点事，既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也是

对家乡和社会的一种回馈。

于是，杨刚开始“不务正业”

起来，往返于国内各地的垃圾回

收站、旧书摊、收藏品市场，寻找

与中国民间音乐有关的实物资

料。刚开始“寻宝”时，他还穿西

装、打领带，一副企业家的派头，

但渐渐地，他摸出其中的门道：

“卖家一看你西装笔挺，开价都要

高了许多。”他索性脱下西装，换

上旧衣服，不仅避免了挨宰的风

险，还能够随时随地去满是尘土

的旧物中翻捡。

杨刚收藏了大量的乐谱、音乐

杂志、名家手迹、照片等珍贵文献

资 料 ，逐 渐 在 这 个 圈 子 里 有 了 名

气。一次，他去一家旧物店买藏品，

讨价还价之际，店主说道：“我这东

西绝对好，杨刚你听说过伐，他在我

这买了 20多万的藏品了。”全然不

知，眼前的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杨刚。

也有时候，打动卖家的并不只

是金钱。一次，杨刚从四川的“线

人”那得知一本《瀛洲古调》曲谱在

一位成都的老人手中，杨刚立即赶

去成都，来到老人家中求购。老人

深知这本曲谱的价值，认为他是文

物贩子，一口回绝。杨刚无奈，只好

对老人说：“我不是文物贩子，你可

以网上搜一搜‘杨刚’，真的是想做

一些传统文化的保护。”

求购无果后，杨刚不死心，在附

近的小旅店住下了。等到第三天，

老人带着曲谱找上门来。原来，老

人核实了杨刚的身份后，决定将曲

谱无偿赠予他，“这本东西是应该回

到它的故乡去了。”老人不仅感动于

杨刚的那份坚持，更是对与自己同

样热爱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者的一

种信任。

上海阳刚民间音乐馆位于港西

镇，坐落于上海阳刚电子有限公司

内。音乐馆创建于2008年，建筑面积

1180平方米，内设陈列馆、资料库、研

究室、办公室、排练厅、交流厅并建立

了网站。阳刚民间音乐馆在参与保护

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崇

明瀛洲古调的同时，还积极抢救、收藏

有关民间音乐的各种乐谱、手抄本、手

稿、影像资料和实物，目前共有各类藏

品八千余份。尤其是江南丝竹、琵琶

五大流派及广东音乐在近代以来各个

时期的重要版本和相关的唱片、影像

资料等已悉数收入。

除了对民间音乐的保护之外，杨

刚更看重传承。在港西镇党委政府的

支持下，阳刚音乐馆举办了各类讲座、

音乐会、研讨会，开展乐曲排练培训

等，共有1000多人次参与。这里还成

了崇明青少年民乐教育传承基地，并

与港西中学合作开展“民间音乐进校

园”、“乡土文化进校园”等项目。

杨刚还邀请音乐家顾冠仁为艺术

顾问，负责新江南丝竹音乐创作。

由顾冠仁用崇明山歌中的音乐素材

作曲、杨刚作词的描写崇明岛秀丽

风光、崇明人民幸福生活的作品《清

清洋山河》一问世就受到大众的喜

爱。当杨刚第一次拿到乐谱哼唱出

优美的旋律时，他不禁流下清泪。

至今，已有近30首新江南丝竹作品

诞生，音乐馆更是组建了自己的乐

队，聘请了国内知名民乐作曲家和

演奏家担任艺术指导，参与各类音

乐会50多场。

两年前，除了音乐馆之外，杨刚

文化回馈家乡又有了新举措。杨刚

将自家位于港西镇北双村的两层小

楼改建成“杨氏文化楼”，用以展现

乡情民俗，留住乡愁。小楼东西南

北墙面上依次展示的文字和图片

有：著名音乐理论家乔建中先生手

笔《朱柏庐治家格言》、家风家训篇、

崇明历史名人篇、名家名人墨宝等

丰富内容，尤其是崇明二十四节气

的民谚民谣，以朴实生动的方言阐

释了农时季节和种植知识，令参观

者驻足。厅堂西边两间是百年遗存

展示室，陈列着祖传的器物、服饰

等。其中米斗、纺机、砖木相嵌的炉

灶等昔日崇明人的生活用具对年轻

人特别有吸引力。

去年，杨氏文化楼被命名为港

西镇北双村百姓文化睦邻点，小楼

365天对外开放，开展各类休闲娱

乐和文化教育活动，成为当地百姓

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个音乐馆，一个文化楼，花

了杨刚 1000多万元资金。这些钱

花的值不值？杨刚笑而不语，指

了指他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字：传

统文化也许并不如地上或地下的

遗迹那么辉煌壮丽，但它通过口

耳相传或行为所聚集保存下来的

历史文化信息是任何遗存所无法

替代的……

进一步加强海洋

装备企业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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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家到收藏家

□ 记者 丁沈凯

弘扬传统又有新举措

重保护更要有传承

石墩披上生态环保“彩衣”

散尽千金只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东平镇开展绿色公益主题系列活动

□ 记者 丁沈凯

徐刚作品《大森林》

入选年度十大好书

□ 记者 季佳倩

▲ 杨刚正在翻阅藏品（资料图片）

□ 区安全监管局

港西镇企业家杨刚积极回馈家乡，弘扬传统文化

▲ 亲子涂鸦

本报讯 近日，东平镇以“绿色

使命我担当 生态环保我先行”为

主题，开展了绿色公益主题系列活

动，包括“垃圾分类 东平更美”亲

子涂鸦和“爱心小植我认养”绿色

植物认养。

活动中，来自长江小学的学生

与家长们，围绕垃圾分类这一主题，

在镇文明宣传长廊广场的石墩上创

作垃圾分类、崇明生态岛、中国梦等

涂鸦作品。配色、调色、构图、勾勒、

涂抹……在孩子和家长们的画笔

下，原本一个个冰冷的石墩变得憨

态可掬，各类图案栩栩如生，焕发出

生命和活力，吸引不少路人驻足观

看、拍照留念。

现场，孩子们还以班级为单位，

认养了绿色植物。学生们纷纷表

示，将以主人翁的姿态，担当起绿色

环保使命，为植物营造一个良好的

生存环境。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绿

色公益主题系列活动，向人们传播

保护自然、融入自然的理念，引导家庭

积极参与绿色环保实践活动，为崇明

生态岛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据悉，此次绿色公益活动是以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为背景的党建带团

建、党建带群建的宣传和实践活动。

接下来，东平镇还将发动学生们开展

绿色植物爱心义卖活动，将绿色理念

传送到每个家庭中，同时把所得款项

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

本报讯 日前，备受关注的第十八

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正式出

炉，崇明籍作家徐刚的作品《大森林》

最终入选。

据了解，作为由政府推动的一项

公众文化节庆，深圳读书月已经走进

千家万户，融入市民生活，成为深圳城

市的文化名片，影响力遍及全国和港

澳地区。“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是深圳

读书月一项深受大众喜爱的重要品牌

活动，也是兼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阅

读“风向标”。经过严格的专家初评、

复评、出版社代表登台向终审评委现

场推荐入围图书、现场评委投票等环

节，“年度十大好书”于12月2日下午

正式揭晓。

《大森林》全书共二十三章，包括

云南山水、大漠胡杨、森林文化说、林

中路等，而林改的内容、森林植被的

现状也作为其中的重要章节予以呈

现。徐刚尝试用史笔和诗笔相融相

间于不同章节，使繁多的大森林中富

有诗意和知识、神性的细节，鲜活生

动地呈现于全书。

徐刚，出生于崇明岛，毕业于北

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时以诗歌成名，

散文继之。著有《抒情诗100首》《徐

刚九行抒情诗》《徐刚诗选》及散文

《秋天的雕像》《夜行笔记》《徐刚散文

选》等。自1987年写《伐木者，醒来》

始，专注于生态文学之写作，他曾在

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生态

文学是什么？它是诗，是散文，当你

以敬畏之心描述草木山川或候鸟迁

徙的翎毛时，你只能用诗和散文的语

言勉力为之；它是童话，我们只需稍

稍了解一点花的秘密或森林四季的

生命气息、冬眠动物细若游丝的呼

吸，便明白童话源出何处。它是无始

无终的报告文学，因为我们无法报告

自然生命万类万物之始之终，而只能

记录其循环往复的一章一节。它甚

至还是小说，小草枯而复苏，江河源

出点滴，大地生生不息，有多少生命

的细节若根蔓游走蛰伏，便有多少生

命故事。”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对海洋装

备企业的安全管理，近日，区安全监管

局对中海长兴工业（上海长兴）有限公

司、上海华润大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和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兴分公司开展了年度综合安全大检

查活动。

此次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危化品作

业人员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情

况、职业病防治情况、有限空间场所辨

识及管理情况、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应急管理工作情况等 8个方面。

检查组人员针对8项检查内容，分组

检查了企业相关台账资料以及作业现

场情况。

通过检查，三家海洋装备企业生

产安全状况总体较好，但仍然存在安

全生产管理不够规范，作业现场安全

管控留有死角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安全隐患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区安全监管局提出了整改意见建议，

并要求企业积极落实整改。

区安全监管局开展

年度综合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11月30日，由崇明区人

民政府、上海市农科院主办，区农

委、市农科院科技兴农办、上海市农

科院林果所、区科委、上海临港?枫

泾科创小镇承办的长三角农创项目

路演暨果树花卉成果专场路演活动

在位于竖新镇仙桥村的上海惠杰果

蔬专业合作社举行。区委常委、副

区长吴召忠出席活动。本区 100多

位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参加了路演

活动。

与会领导为 19家示范基地授

牌。11个项目进行了现场推介，同

时开展了专家现场咨询活动。

长三角农创项目路演于 2015年

年底起步，融入技术、信息、渠道、资

本等市场要素，促进农业技术成果

转移转化，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和认可。长三角农创项目路演

除提供基础的农业技术对接外，还

可进行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对接服

务，推动以种植、养殖、立体种养等

为核心的农业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据悉，下阶段，本区将出台相关

政策支持优质果林的种植，其中包

括此次路演的相关品种。同时，本

区还将通过引进高科技企业，引领

崇明花卉产业的发展，并努力破解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使先进、适用的科研成果落户崇明，

开花结果。

促进农业科研成果

在崇明开花结果

本区举行果树花卉成果

专场路演活动

□ 区农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