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溪，是我思乡的路。一条瀑，是我想

家的哭……”床紧挨着柜子，柜子紧挨着桌子，

桌子又紧挨着床，63岁的杨冬梅坐在自家屋子

里， 头戴耳机， 手握麦克风， 对着电脑唱起了

《九寨之子》。

成都昨日迎来冬日里难得的暖阳，但午后的

阳光难以照进这个仅有16.37平方米的小屋子，

这间建于上世纪50年代，如今已破旧不堪、灰暗

潮湿的小屋子还住着杨冬梅的儿子、儿媳、孙女。

最近，除了乐声绕梁，灿烂的笑容也挂在一

家四口的脸上。盼星星、盼月亮，杨婆婆一家搬

新房的梦想就快实现了。成都正在大力实施“北

改”工程，杨冬梅家所在的曹家巷即将蝶变。

昨天，央视新闻频道滚动播出的《曹家巷

拆迁记：小巷里的音乐人家》让爱唱歌的杨冬

梅成为了曹家巷的电视明星。

大太阳 屋里只能开着灯

昨日下午，曹家巷二街坊。上世纪50年代修

建的一幢幢低矮的楼房， 如今已被周围的高楼

大厦遮盖。虽然过了午饭时间，但院落里仍还有

人洗漱。弯过一条小巷，63岁的杨婆婆正在二街

坊11栋门前清理阴沟。虽然渣运工无数次“责

难”她让其工作量加大，但她仍坚持隔两三天

就来义务清理门前这些污浊不堪的渣滓。 这里

的居民仍在使用原始的旱厕和开放式阴沟，杨

婆婆说：“如果不及时清理，遭罪的是街坊们。”

她穿一双布满灰尘的老式皮鞋， 一只脚踩在空

地上，将满满一袋渣滓拖进清运池中……

在她的引领下，穿越阴暗潮湿的楼道，来到

她狭小的家。正是午后阳光灿烂的时候，小屋里

却不得不开着灯。 房间里摆了一张1.5米宽的

床，用一个柜子隔开，旁边紧挨着是一家人吃饭

的桌子。上个月，冰箱被老鼠咬断电线后，家里

的电器就只剩两台二手电脑、 一个老式17英寸

电视和一个电饭煲。 杨婆婆的儿子张扬在南门

一家公司做保安，儿媳在商场做售货员。因为都

喜欢唱歌，张扬给老婆和老妈各装备了一只廉价

的麦克风，没事就对着电脑唱两嗓子。

爱唱歌 老太太网上粉丝多

由于房间太窄，一家人转个身都困难。“过

路的时候，一个人干脆就睡在床上，让出一条道

来。”杨冬梅是1980年嫁到曹家巷二街坊来的，

老伴张兆云是省三建公司的职工， 两人结婚后

便向单位申请了这间公房。 由于只是一个小单

间，没有厨房和卫生间。“解手就下楼去一旁的

公厕解决。煮饭就和另外两个邻居打挤，把时间

错开。”这栋楼里共有96户，像杨婆婆这样长期

居住的有15户，其他的或出租或空置。

早上6点过，杨婆婆起床烧水，给孙女准备

早饭。虽然是星期天，孙女张晴月还要去老师家

学拉小提琴。 算上她1600多元的退休金和儿子

媳妇的工资，全家一个月的收入也就4000元。可

孙女学琴一个学期就得2500元，“一方面娃娃

喜欢， 一方面也希望音乐能带给她乐观向上的

力量。”杨婆婆说。

虽然日子简朴、清贫，可他们家时常传出欢

乐的歌声。忙完了手上的活，杨婆婆开始了一天

中最开心的时刻。坐在电脑前，打开一个在线视

频唱歌软件，头戴大耳机，手握麦克风，杨婆婆唱

了起来。“铁骑美好”是杨婆婆网上的昵称，由于

乐感不错，心态乐观，有她出现的线上音乐房里，

很多网友都会给她送花和送掌声，“咋不开心

呢？虽然现在的生活苦是苦了点，但马上就要熬

到头了。”杨婆婆说，等搬了新家，她还要通过视

频让关心她的网友“参观”一下他们的新家。

住新房 装修都规划好了

这个狭小的房间，一家人一住就是几十年。之

前一直用一个布帘子将房间一分为二。去年，杨婆

婆花了1800元/年的价钱，租了邻居一个单间。自己

和孙女睡一间房， 媳妇和儿子终于有一个自己的

房间。杨婆婆说，特别感激政府，不是“北改”这样

的民生工程，他们一家做梦都不敢去想未来。

一想到很快就将有一套明亮的新房，杨婆

婆和张扬的脸上就笑开了花，10年的搬迁梦终

于要实现了。“新房子里一定要铺地砖。”张扬

说，“我要把新家刷得很白很白。”杨婆婆则希

望给孙女买一个单人床，“而且还要有一个很

大的书柜，给娃娃装满书和乐谱。”这几天，小

晴月也反复做着同一个梦，她梦见自己抱着可

爱的毛绒玩具甜甜地睡到天亮……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摄影记者 王勤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深入推进北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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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

曹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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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

迁

模

式

样

本

央视新闻频道从本月

29

日开始，连续

8

天，在每

天

7

时

～9

时的《朝闻天下》、

10

时

～11

时和

15

时

～17

时

的《新闻直播间》，滚动播出

“走基层·为人民服务新观

察”栏目《曹家巷拆迁记》，

每集约

8

分钟，今天将播出

第三集《举步维艰的摸底》。

此外，精剪版本拟从今日起

连续

4～5

天在央视《新闻联

播》播出。

央视今日播出

《曹家巷拆迁记：

举步维艰的摸底》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李影）

音符舞动辞

旧岁，旋律飞扬迎新年。昨日晚上，由市委、市政

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承办的2013成都

新年音乐会在成都娇子音乐厅举行。受市委、市

政府委托，市领导白刚、童若春、赵苗、杨兴平与

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音乐会在著名交响曲《红旗颂》磅礴宏大的

乐曲中拉开帷幕。历时100分钟的音乐会，演出了

《歌唱祖国》《天路》《回家》《昨日》《歌与桑

巴》《嘿， 茱蒂》《妈妈咪呀》《我和我的祖国》

《龙舌兰》等经典声乐节目。一曲优美婉转的女

声独唱《美丽成都》，精彩演绎了“财富之城，成

功之都”的城市形象。整场晚会在《拉得斯基进

行曲》热烈欢快的旋律中圆满结束。

担任2013成都新年音乐会演奏的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乐团，乐团指挥是曾获得第十四届世界音

乐竞赛暨第九届指挥大赛第一名———最高奖“金

指挥棒奖”的张海峰，一流的指挥家和一流的演奏

家携手为成都市民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美妙的乐

曲，跳动的音符，向全市人民传达着新年的祝福。

央视昨播出《曹家巷拆迁记：小巷里的音乐人家》

杨婆婆：唱着歌等搬家

曹家巷还有一个名字

叫“危旧房棚户区 ”，因为

说这里是城市， 它是当之

无愧的成都市中心区 ，距

离天府广场只有几公里 ，

可当你走进这里， 却怎么

也感觉不到置身于一个西

部大都市当中。

央 视 节 目 预 告

热盼新房的一家

杨冬梅笑着跟记者说，如果返迁安置一套二

更好，如果真的一套一也没关系，她有退休工资，

找个老伴，就有房子住了。徐恒说杨冬梅是最容

易做工作的，因为她迫切地希望改造，只要能改

怎么都行。

酷爱音乐的一家

央视记者今年3月跟随曹家巷自改委

副主任徐恒走访杨冬梅家， 杨冬梅一家酷

爱音乐，儿子弹吉他，孙女喜欢拉小提琴，

她喜欢唱歌，儿子给她买了二手电脑，教她

在网络聊天室里唱，这让杨冬梅很开心。

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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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民众票选幸福城市，赚钱机会、

消费水平等基本生活保障是最主要的因

素；而现在，民众更注重生态环境、城市文

明程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民众关注

的因素在生活品质上有所提高。”赵悦告诉

记者，成都拥有宜人的环境，再通过一系列

“民生工程”，使得城市精神文明、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都有所提升，进而使得成都的

幸福感不断提升， 这从百姓和落户成都的

企业都可以看出。” 赵悦表示，“不是有这

么一句话吗，‘成都， 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

的城市’。百姓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幸福

感强，自然不愿意离开成都；而成都近年来

产业的大发展， 对企业的吸引力也越来越

大，自然都纷纷选择落户成都。”

最美幸福·回望

惠民为先，理念共创幸福生活

幸福的理由可能千差万别，但是成都之

所以能够成为一座幸福的城市，在于它能够

对每一个人的幸福追求都给予包容和关怀，

让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

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目标。作为西部

特大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成都响亮地喊出

“民生幸福，是党委政府的执政追求。”这无

疑是对十八大报告的最好回应。

回望2012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强力推

进的“民生工程”，无一不关乎民生，无一

不关切民意。从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

到各类专题会议， 从专题调研的议题到访

贫问苦的足迹，“民生” 二字始终不离其

中。从天府新区建设到“北改”工程，从开

行免费公交、 打造蔬菜追溯子系统到开工

建设5万多套保障性住房……成都市民的

幸福感，从这些看得见、摸得着、感知得到

的改变中升腾开来。

今年年初， 成都公布的财政预算报告

显示，全年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公共

服务均衡化的预算支出高达140余亿元，民

生支出占市级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达到

62.3%，同比提高了1.4个百分点。对于这几

个略显枯燥的数据，43岁的成都市民孙步

琼有直观感受： 她今年参加了一个月的就

业培训，自己没花一分钱，政府百分之百补

贴， 现在她每个月的工资从1000多元升到

了3200元。经过一年的投入与落实，年初那

些财政数字变成了市民真切感受的 “真金

白银”， 惠及并改变着每一位市民的生活。

当冷冰冰的财政数字变成饱含温度的民生

项目， 当一个个民生项目实实在在地改善

着市民的生活， 且逐步把城市人群享有的

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

务体系覆盖到乡村，“民生”二字，迸发出

无穷的力量， 温暖并激励着每一位成都市

民共建共享“宜人成都”。

同样， 成都的幸福也越来越多地被外

界所认同，世界500强企业已有229家在成都

落户，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10个国

家已在成都设有领事机构。 成都现已开通

直飞东京、阿姆斯特丹、阿布扎比、温哥华

等27条国际航线， 双流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超过3000万人次， 成都已成为中国航空第

四城，以“中国的新未来”为主题的2013财

富全球论坛将于明年6月在成都举行……

成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生活、创

业，共同创造着这座城市的幸福、共享着这

座城市的幸福。

最美幸福·展望

宜人成都，积极践行美丽中国

众所周知， 生活的幸福程度还与经济

的发展速度和生态环境优劣密切相关。

2011年，成都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950.6

亿元， 主要经济指标增幅继续在全国15个

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今年1～9月，全市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01.9亿元， 同比增长

13%。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成都的生态

文明建设同样令人称道。自古就有“天府之

国”美誉的成都，是全国文明城市、园林城

市和森林城市，被誉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

城市”，并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

旅游组织分别授予 “世界美食之都”、“中

国最佳旅游城市”称号。

随着 《成都市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

的出台，成都将通过促进绿色发展、加强

生态保护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加强环境保

护工作、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力争2015年建

成国家级生态市。同时，成都将建设“宜人

成都”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落脚点，通

过规划和立法有效保护全市的山、水、田、

林等生态本底， 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打

造城景相融、田园相连、山水相依的生态

宜居城市。明年，成都为民办实事民生工

程的重要一项就是：启动八十公里环城生

态区建设，构建“六湖八区”生态湖泊水

系，力争用几年时间打造规模宏大的大都

市湿地景观，为中心城区提供“绿肺”。据

最新 《全球雇员指数调研》 报告显示，成

都与北京、上海位列人才最不愿流出的三

大城市。

伴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成都正面临着新一轮

西部大开发、 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建设、成

渝经济区建设、

天府新区建设、

“北改” 工程建

设和 《财富》全

球 论 坛 召 开 的

“六大机遇”。

走 过 2012

年， 成都更加坚

信： 在成都领先

发展、科学发展，

又好又快发展的

引领下， 在大力

实施 “交通先

行 ”、“产 业 倍

增 ”、“立 城 优

城 ”、“三 圈 一

体”、“全域开放”五大兴市战略，奋力打造

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 加快建设开放型区

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的进程中， 市民将享

受到更好的生活。 人们有信心期待，“人有

普保、劳有应获、学有良教、病有适医、老有

颐养、住有安居”，成都将在中西部地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最前列。

成都日报记者 郭薇 北京报道

市委市政府举办2013成都新年音乐会

白刚童若春赵苗杨兴平与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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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视 记 者 观 察

市中心的

危旧房棚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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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杨冬梅最大的乐趣是在电脑前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