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南昌
2016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一
编辑 / 涂景
美编 / 浦静芸 校对 / 王勇

军人军属周五可免费看演出
●本报携手江西艺术中心推出《琴音歌舞》音乐会
●门票所剩不多，符合条件的市民赶紧提前领票吧
本报讯 实习生 张雪勤 周洁 记者 刘
七葆 连日来，本报联合江西艺术中心精心推
出的邀请军人军属免费看演出活动， 引起了
市民的广泛关注并获得军人军属的肯定和褒
奖。 昨日，记者了解到，随着演出时间的临近，
前往江西艺术中心领取门票的军人及军属也
越来越多。 本报提醒，由于门票有限，请符合
条件的市民尽早凭有效证件， 前往江西艺术
中心领取门票， 一个有效证件可领取两张门
票。

战友相约一起看演出叙旧
“我领到两张门票了，谢谢晚报和艺术中
心举办的活动。 ”16 日上午，在红谷滩某写字

楼当保安的市民韩先生告诉记者， 他曾当过
义务兵，退伍后做过多份职业。 得知本报与艺
术中心免费邀请军人军属看演出活动后，他
与本报记者取得联系， 希望可以前往观看演
出。 韩先生告诉记者，尽管当兵的时间不长，
但他有军人情结， 十分怀念曾和战友在一起
的军旅生活。
市民钟先生 2003 年退伍转业后在市直
某单位工作，他生活中最多的朋友便是战友。
钟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战友会在一起叙旧，没
事就会在微信群交流。 这一次，他将本报与江
西艺术中心共同举办军人军属专属音乐会的
活动消息转发至微信群和朋友圈， 得到了战
友们的积极响应。“几位在南昌的战友平时工

作忙，见面的次数并不多，这次我们刚好可以
一起去看演出、叙叙旧。 ”领到门票后，钟先生
高兴地说。

500张门票免费送军人军属
据介绍， 江西艺术中心位于南昌市高新
大道 1978 号， 是江西兴建的重要文化设施，
也是一处别具特色的景观胜地。 江西艺术中
心里有大剧院、音乐厅、美术馆等，每个月都
安排有丰富多彩的演出。
7 月 22 日 19:45，本报与江西艺术中心
精心推出的《琴音歌舞》钢琴三重奏与班多钮
手风琴室内音乐会将如期举行，届时，青年钢
琴演奏家王圣、小提琴演奏家廖希、青年大提

“渐冻人”杨学峰来昌录专辑
将用首张专辑的部分收入成立基金，关爱“渐冻人”群体

琴家洪泓、阿根廷的青年班多钮手风琴家 J.P.
Jofre，将同台为南昌市民献艺。
昨日，记者从江西艺术中心了解到，由于
本次演出只有 500 张门票， 数量较为有限，
截至目前， 有许多符合条件的军人军属已经
领到了门票。请需要的军人军属，凭有效证件
提前前往江西艺术中心票房免费领取门票，
领完即止。
演出地点：江西艺术中心音乐厅（高
新大道 1978 号）
预 约 热 线 ：0791-82070777、
82086888，400-803-3678

《妻发脑溢血儿患精神病，
八旬老人不离不弃照顾》追踪

爱心人士
冒雨捐款不留名

去年 3 月，热爱音乐创作的“渐冻人”杨学峰，在南昌成功举办了一场原创歌曲演唱会，这也是他全
国巡演的第 29 站。 近日，杨学峰再次来到南昌，为他即将发行的首张专辑歌曲 MV 取景。 杨学峰告诉记
者，制作团队将选取赣江风景、“八一”起义纪念塔等代表性地标建筑，并将其制作成为他早期创作的作
品《惜缘》的 MV 画面。
记者 辜砚琦 文 马悦 图

“渐冻人”成功举办
全国巡回演出
出生于 1976 年的杨学峰，
在中学时期患上家族遗传
病——
—“进 行 性 肌 营 养 不 良
症”，俗称“渐冻人”。 这种病的
症状是肌肉无力并慢慢萎缩，
接着内脏尤其心脏萎缩， 患者
将随时面临死亡， 疾病几乎粉
碎了他全部的梦想， 也给他沉
重的打击。
1995 年，一首《涛声依旧》
流行大江南北， 也唤起了杨学
峰内心深处对于音乐创作的渴
望， 同时也激起了他追逐梦想
的勇气。 在与病魔抗争的同时，
杨学峰创作了一批音乐作品。
2003 年，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梦
想， 走遍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个
人演唱会。 去年 3 月，杨学峰来
到南昌，并成功举办了第 29 场
全国巡回演出。

前往多个城市取景
推出首张专辑
演唱会结束后， 杨学峰开
始有了新的想法。 今年 5 月，他
决定将自己创作的 15 首歌曲
制作成专辑， 而后又开始忙碌
着前往哈尔滨、 青岛等地取景
拍摄专辑 MV。
“走过这么多城市，赣江边
的景色和滕王阁的风光， 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杨学峰
说，南昌的代表性建筑较多，江
边景色也很美， 这也是他相隔
一年多时间重返南昌， 选择在
此拍摄歌曲《惜缘》MV 画面的
原因。
杨学峰坦言， 录制专辑成
本较高， 朋友将资助其专辑南
昌地区的拍摄， 也给了他莫大
的支持和鼓励， 这种爱的传承
和延续， 也是他选择来南昌的
一大原因。

“他的精神状态激 励 了 我
们，所以当他表达出希望将之前
的好歌出一张唱片的愿望时，我
们很乐意帮助他圆这个梦”，南
昌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杨学峰的精神能够
教育人、感染人，虽然明知道自
己的病情不可逆转，但他却非常
顽强， 战胜生活中的一切困难，
展现给旁人的都是积极向上、阳
光乐观的一面。
“当我知道，当我知道，就要
和你别离，孤独的泪，孤独的泪，
还徘徊在眼底，心上人啊，心上
人，我将在来生等你……”杨学
峰告诉记者，《惜缘》是他早期创
作的一首作品，也是此张专辑中
唯一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也代
表了他对于爱情的一种憧憬和
就让时间
向往，如同歌中所唱，“
去证明自己，就让自己把生命延
续”。
“这张专辑可能是首张，也
是我最后一张专辑。”杨学峰说，
对于一个身患疾病的歌手而言，
能够推出专辑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情，这张专辑录入的 15 首歌
曲当中，包罗了励志、亲情、友情
等形式多样的歌曲，这张专辑将
在今年 8 月 10 日全部完成。

文先生将善款交给孙老
本报讯 记者 涂明明 文 / 图 7 月
15 日，本报报道了滕王阁街道章江路社
区 82 岁的孙吉生老人自身患有冠心病
以及肠癌， 还要照顾老伴以及患精神病
的儿子，生活比较困难一事后，不断有热
心居民对孙老进行帮助。 16 日上午，市
民文先生看到报道后， 冒着大雨找到了
社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孙
吉生老人家，亲手将 200 元善款交给孙
老。而当工作人员问他姓名时，文先生始
终不肯告知， 只是希望自己的绵薄之力
能鼓励老人坚强面对生活。 面对好心
人的帮助， 孙老很感动：“
我将永远记住
这些好心人。 ”

粗心旅客丢钱包
车长全车找失主

希望成立基金
帮助更多患病者
在音乐创作的同时，杨学峰
也创作了第一本书籍《我有我的
歌》。杨学峰告诉记者，他的第二
本书籍也即将创作完成，将与唱
片同时发行。 届时，他将制作出
一万张专辑，专门用来做慈善。
“以后如果不唱歌了， 我想
专心将公益做好。”杨学峰说，他
希望将此次专辑和书籍出售的
利润资金， 和企业家朋友一起，
建立起基金项目，专门关注“渐
冻人”群体，给他们送去一些关
爱和帮助。

杨学峰

本报讯 肖勇 汤旭阳 记者 周野 7
月 16 日 17 时 30 分许， 由南昌开往九
江的 D6356 次列车从南昌站开出不久，
一名乘客在餐车购买盒饭后， 不慎将钱
包落在餐车的吧台下。 钱包被正在巡逻
的列车长拾到， 列车长发现钱包内有数
张银行卡、身份证、还有现金两千余元。
列车长担心失主发现后会着急， 便通过
广播寻找失主，但奇怪的是，失物招领播
出数遍，就是没人来认领钱包。 为了能让
钱包尽快回到失主手中， 列车长便拿着
钱包里失主的身份证开始逐节在车厢内
寻找失主， 半个小时后终于在 2 号车厢
找到了失主程某。
原来， 程某在餐车买完盒饭后，将
钱包遗落在餐车吧台下。 回到座位后，
程某又一直戴着耳机听音乐，所以没听
见广播事。 直到列车长拿着身份证逐个
比对找到自己时，程某才知道自己的钱
包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