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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长江澳，有一片蔚然的风车海，
风韵古村——磹水村就坐落在这里。沿
着磹水村村道一路往上走三四百米，便
能看见一家叫作“第三境”的民宿，民宿
的经营者潘建文是一位“95后”台青。

2019年，从台湾高校毕业不久的潘
建文回到母亲的祖籍地福州探亲，福州的
亲人带他参观了“两岸共同家园”平潭。

“什么是两岸共同家园？”一路上，潘
建文边走边看边思考。他发现平潭不仅
是大陆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而且还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台胞创业
就业和在闽生活，比如，提供场地、厂房
等办公场所，提供融资扶持、房租补贴。

平潭之行触发了潘建文开民宿的想
法。“即便从小看惯了海景，但长江澳的
日落仍令我惊艳。”看着满天霞光映红了
天与海，潘建文想将平潭的美分享给更
多人。

为了支持他创业，福州的亲友主动
筹资，还给他介绍了几个大陆合伙人，大
家合伙租下磹水村的三栋石头厝，这令
他备受感动。

2020年，“第三境”民宿在磹水村开
张了。在潘建文看来，如果家与工作场
所是人的“第一境”“第二境”，那么平潭
独有的山、海、石厝勾勒出的海上田园画
卷，可以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的“第三
境”。他用手机拍下美丽的平潭蓝，上传
到社交平台上，希望让更多两岸网友感
受到那种美。

虽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民
宿的经营造成影响，但平潭及时出台了
一系列助企纾困措施，让他感到十分温
暖。“包括租金减免、用人补助等，这更坚
定了我在平潭发展的信心。”

更令潘建文感动的是，刚开始打理
“第三境”民宿时，配套的生活设施并不

齐全，交通往来也不便利，附近的阿公阿
嬷经常给他送来一些生活用品、蔬菜瓜
果，让他少了许多舟车劳顿。

经过两年多发展，磹水村的游客服
务中心、停车场、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逐
步完善。“第三境”也渐渐步入正轨。作
为一名新平潭人，潘建文对于“两岸共同
家园”有了更深的理解。“这几年，平潭发
展很快。动车开通了，首座商业综合体
建成了，还建起了台胞社区。这是一座
融合两岸元素的新兴城市，让我看到了
充满生机和无限可能的未来。”扎根平潭
的潘建文时常会收到台湾亲友和同学的
询问，他总会向他们发出邀请，希望有更
多台湾年轻人看见平潭，遇见未来。

从几年前的“青涩毕业生”转变为
“乡村创业青年”，平潭难得的发展机遇、
大陆广阔的市场、浓浓的亲情乡情，让潘
建文获得感满满。

“磹水村形成于明代，距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村子里传统古建筑不少。我
正在申报社区营造师，希望将来与村民
们一起进一步挖掘村落的人文历史，通
过发展文旅产业，助力乡村发展。”潘建
文满怀憧憬地说。
（来源：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 作者：吴洪）

“作为莆仙戏艺术工作者，成为一名
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深受鼓舞和激励。
我将用心做好莆仙戏的传承和发展工
作，坚定剧种自信、行业自信与文化自
信，努力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好、保护好、发展好。”党的二十大代表、
福建省莆仙戏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
员黄艳艳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作为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从艺 23
年来，黄艳艳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匠心
筑梦。9月 15日，由她参与主演的莆仙
戏《踏伞行》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这
是我省时隔15年后再次获此殊荣；去年，
她凭借该剧目荣获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
高奖——第 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为莆
田市时隔 21年后又摘得一朵“梅花”；她
在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江
上行》、福建省百花文艺奖获奖作品《江
梅妃》、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海神妈祖》等剧目中担任主角，成
功塑造了多个经典人物形象。今年，她
光荣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

黄艳艳自 8月底从天津参加文华大
奖终审演出回莆，几乎每天参加下乡演
出，为乡亲们表演《状元与乞丐》《海神
妈祖》等莆仙戏传统剧目，足迹遍及全
市各地。

“戏曲来源于民间，根在民间。”在黄
艳艳看来，下乡为乡亲们唱戏，很开心。
每次她演出后，很多村民会围着她，用不
是很流利的普通话喊着她的名字，用朴
实的语言夸赞她，这让她感觉到很温
暖。有一次演完《踏伞行》，一位老太太
拉着黄艳艳的手说，从短视频平台上“一

直在看你们的表演，第一折你们抢伞的
那场戏我看了很多遍”。从这样朴实无
华的话语中，黄艳艳意识到，戏曲从作品
到精品，一定要从群众中来，也终将到群
众中去。

为了发扬和传承莆仙戏，黄艳艳和剧
院演员们积极开展送戏下乡、惠民演出
等。每年下基层演出约350场，受众近60
万人次，不仅满足了老百姓的文化需求，
也积累了丰厚的群众基础。

对莆仙戏，黄艳艳有着挚热的爱。
黄艳艳出生在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7
岁时跟随爷爷奶奶看莆仙戏，就对这个
剧种一见倾心。她时常趴在戏台边痴痴
地看着演出，莆仙戏在她幼小的心里埋
下了种子。16岁时她进入福建艺术学校
莆田分校学习戏曲，工闺门旦、青衣，师
从黄宝珍、王国金、陈先镐、王少媛等老
一辈莆仙戏艺人。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在莆仙戏剧
院排练厅，“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
标语显眼地挂在墙上。黄艳艳介绍，《踏
伞行》第四折中有一段绕舞台一圈的圆
场，叫做粗蝶，紧接着是一个将近10米的
细蝶。为了在舞台上展示完美的圆场，
每次练习她要走上二三十圈，直到脚都
麻了，才休息一下继续练习。师父告诉
她：“麻就对了，多麻几次就能找到感觉
了。”对黄艳艳来说，这样的训练并不算
苦。在学习莆仙戏的道路上，她磨练出
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

下乡演出的条件有的也很艰苦。有
一次，剧团在城厢区华亭镇演出。天降
大雨，戏台周围都积水了，而且水位越来

越高。黄艳艳担心服装间的戏服和道具
会被雨水浸透，就和同事们一起跳进水
里，把服装道具高举过头顶，一趟趟把演
出器材往高处搬，水位甚至漫过胸前。
那时，她已然忘却自己不会游泳，一心只
想抢救那些演出器材。黄艳艳笑着说，
这样的苦，对早期的莆仙戏演员来说是
家常便饭。正是因为对莆仙戏的爱，黄
艳艳不断提升技艺，从而获奖多多、收获
满满。

黄艳艳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让莆仙
戏薪火相传，让这一古老剧种在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为此，她和同事们经常深
入全市各中小学校，带领学生学习莆仙
戏科介表演，培养出不少小演员。不久
前，莆田市实验小学的陈韶涵和翁馨在
参加第26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
评选中获得少儿戏曲个人项目“小梅花”
称号。只要有机会，黄艳艳就会走进校
园，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戏曲表演艺术，把
自己所学的传授给学生。黄艳艳表示，
在每次“薪火相传”折子戏展演活动中，
老中青少幼五代莆仙戏艺人同台演出的
场面，让人很感动、也很欣喜。这也是莆
仙戏得到良好传承的有力证明。“留住乡
音，留住乡愁，留住文化的根脉，是这一
代戏曲人的责任。”黄艳艳说道。

如今，黄艳艳坚持深入基层演出，让
百姓亲身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党
的二十大代表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使
命。”黄艳艳说，“作为一名党员，我最大
的愿望就是在表演中实现人生价值，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来源：湄洲日报 记者：陈沛达）

只要一有空，王加碧就喜欢到安海镇前蔡村的老房子去看看，或者在安平桥边
走上那么几步。对他而言，家乡在生命中占据尤其重要的位置。

1958年，王加碧出生于晋江。凭着对军人这份职业的热爱，他如愿加入了部
队。回乡后，王加碧着手创业，组建过塑料厂，后来加入企业，随企业发展走过数十
年。其间，他满怀赤诚，热心公益，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军人的素养。

王加碧说：“晋江精神实际上就是拼出来的，没有拼就没有机会。”

怀抱梦想入军营

成为一名军人，是王加碧从小就有的梦想。
读书的时候，每当看见有军人从部队里回来，全村的小孩都会倾巢而出，跑到军

人家中去看热闹。那时，王加碧就和同伴们憧憬着，有一天能将这一身军装穿在身
上，回村迎接孩子们羡慕的目光。

从军的想法就这样在王加碧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1976年，他如愿加入了部
队。收到入伍通知书的那一天，王加碧喜出望外，当即蹬上家中的自行车，骑行着穿
越大街小巷，将亲友的家门一一叩响，告知即将入伍的好消息。

部队环境的艰辛，王加碧在出发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王加碧和同伴们坐上一
辆拉煤的闷罐车。在车上睡了三天三夜后，他们总算抵达了目的地江西，只不过都
挂着一张被熏得黑漆漆的脸。

训练十分辛苦，但凭着对军人职业的热爱，还有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精神，王加碧
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后来，王加碧走上了中越边境战场。听着飞机在头顶上空盘旋的轰鸣声，感
受炮弹撞击地面带来的每一次震动，王加碧有过害怕，但他靠着内心的坚韧挺了
过来。

退伍回乡创实业

王加碧说，那个时候上战场，是绝不敢让家里人知道的。
尽管极力隐瞒，王加碧还是没能瞒过自己的父亲。父亲心里清楚，儿子是去打

仗了，而且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没办法，父亲也只能暗自悲伤。”谈起父亲，王加碧笑了，声音里却有几分哽咽。
虽然父亲已经不在了，但他一直都是王加碧的榜样。村子里的一座古厝内，是

前蔡村的王氏基金会，房屋门口写着“八闽第一家”五个大字。王加碧说，基金会会
为60岁以上的老人发一点红包，以此送去关怀和慰问。

“当时我父亲在，很多都是我父亲捐的，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我父亲的。”王加碧
上前一步，指了指芳名录右上角烫着金的名字。

1981年，王加碧退伍，结束了5年的从军生涯。受到军营生活的影响，也是想着
向父亲看齐，他和几个战友商量着，组建了一所退役军人塑料厂，成功帮助百余名退
伍军人就业。

1982年到 1984年，各式各样的民营企业陆续开办。借着民营经济的东风，王加
碧来到“鞋都”陈埭，加入了在当时仍是家庭作坊的361度的前身。正是看重军人踏
实的品质，得知王加碧是一名退伍士兵后，创始人丁建通便大胆放心地把许多事务
都交给了他，包括资金的管理。

“那时候我们一个设计师也没有，都是老董事长亲手设计的。走在路上，他总是
看别人的鞋子，看别人的后脚。看完回来后，就能根据自己的印象将鞋子画出来。”
谈到这里，王加碧的眼里满是敬佩。老董事长的行为激励着他，让他明白要想成功，
需要的是自信和坚持。

保留赤诚暖人心

在王加碧的回忆里，刚开始创业，是不分白天黑夜的。
“货柜车一来，就算装车一个晚上到天亮都要去装。不装车的话，等船开走了，

货就出不去了。”王加碧说，当时固然是很辛苦，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努力
下，2003年后，公司开始慢慢驶上了正轨，并于2009年上市。

由于年纪渐长，王加碧慢慢地退居二线，开始做一些和后勤相关的工作。
事业上有了成绩，王加碧也不忘回馈社会，帮扶困难老战友，为老家困难老人捐

资，不少公益背后，都有他默默的支持。2019年，王加碧和弟弟向前蔡村老年人协会
捐资10万元，向全村185位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敬老金，每人500元。

虽然已经退役四十余年，但王加碧始终保留着心中的赤诚。在部队时，王加碧
结识了一位江西吉安的战友，两人曾同班3年，建立起深厚的情谊。现在，他们仍经
常通话，尽管聊的都是些家常话题，流露出的真情却温暖人心。

平日里，只要有闲暇时间，王加碧都会到处去走走看看。按他的话说，“晋江人
是闲不下来的”。跟随王加碧的脚步来到安平桥边，公园里的老年人大多是附近的
居民。有人感觉王加碧的面容有点陌生，便上前问他：“你也是咱们安海的吗？”

“是啊，我是前蔡村的！”王加碧挺直了胸，骄傲地回应道。对于脚下的这片热
土，对于自己长大的家乡，王加碧怀着热爱。他常说，晋江精神就是一种敢拼的精
神。而他也始终没忘记自己曾是一名军人。

“从当兵那年到现在45年了，依然忘不了那5年。现在一把年纪了，偶尔还走走
正步呢！”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迎着阳光踢着正步，王加碧仿佛还是二十多岁的那
般模样。 （来源：泉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东南网）

“晋江精神”的践行者
——记退役军人王加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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