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7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进校园·
经典共传承”文化艺术演出活动在珠山区第九小
学举行，民乐团演奏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红星歌》，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光辉照儿
永向前》，二胡齐奏《赛马》，越剧《白蛇传》选
段《游湖》，传统京剧花脸名段《铡美案》，现代
京剧《沙家浜》选段《军民渔水情》，《国歌》大
合唱等丰富多彩的节目轮番上演，表演者优美动
听的唱腔、丰富多彩的造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引得现场450余名师
生连声喝彩、掌声不断，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

“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经常举办，我们学校负
责提供平台，戏剧团负责演出，是一个良性的互
动模式，让学生们在认真学习的同时，有了对中
华传统文化活生生的体验，将有助于他们增强热
爱祖国、热爱社会、热爱学校的观念，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推动学校德育工作
的开展，也有利于推动学生文明素质的提高。”第
九小学副校长欧阳纯告诉笔者。

该校四（一）班学生家长刘新对笔者说，孩
子回家以后叙述了学校“戏曲进校园·经典共传
承”文化艺术演出活动的情景。作为家长，为这
种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普及方式点赞。中华传统
文化是国之瑰宝。在各方的努力下，相信这朵鲜
花一定会越开越艳，留下美丽而难忘的精彩。

同样，9月29日，珠山区第一小学联合芳华
戏曲艺术家协会开展了“戏曲进校园·经典共传
承”文化艺术演出活动。笔者在现场看到，该校
59个班级3100余名师生，每个年级身着不同颜色
的服装，集聚在学校绿色的橡胶操场上，汇成五
颜六色的壮观场面。在操场的一侧中间，搭起了
临时舞台，最引人注目的是舞台上表演的节目。
越剧联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手心手背都是
肉》诠释了清韵雅音，京剧《红梅赞》演绎了高
远清亮，黄梅戏《女附马》选段表现了爱情的缠
绵长久，川剧变脸变出了世界的气象万千，豫剧
《花木兰》回味了一千余年前的史诗篇章；越剧
《四美》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在每个节目间隙，
主持人还不时向现场观众介绍各种戏剧曲种的知
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入耳入心。师生们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赞叹不已、感慨颇深，让笔者
不由地感到，这场盛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盛宴的影
响在该校是深远的。

市芳华戏曲艺术家协会负责人俞璟告诉笔
者，戏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在
区文广新局和区教体局领导的重视下，对戏曲进
校园活动做了有益的尝试，受到了大家欢迎。下
一步，将陆续和相关学校搞好工作衔接，继续扩
大戏曲进校园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让更多的珠山
区师生受到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熏陶。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戏曲艺术，进一步增强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培养
学生兴趣爱好，提高学生艺术修养，是我们举办
这些活动的根本宗旨。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良好
的开端，从活动成效来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区文广新局局长杜辉一脸笑容地介绍说，我们将

充分发挥文化职能主管部门的优势，因势利导，
因地制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
视下，文化和教育联动，陆续开展戏曲进校园活
动，不断丰富文化层次，提升文化普及水平，让
中华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田播下爱的种
子，等他们长大后，一定会开花结果，受益良多。

“戏曲进校园·经典共传承”文艺演出活动
作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体现了珠
山区坚持不懈抓好公共文化普及推广的信心和
决心。有了这种信心和决心，我们有理由相
信，该区一定会注重做好结合融入文章，融入市
民教育、融入道德建设、融入文化创造、融入生
产生活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多角度地激发公共
文化的时代活力，本着文化为民、文化惠民的理
念，更大程度上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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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进校园 经典共传承
——珠山区兴起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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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

珠山讯（张薇 文/图）为扎实开展“双
创双修”工作，昌河街道城管中队积极落实

“公安＋城管”联勤联动新模式，进一步巩
固文明城市创建整治成果，维护城市交通秩
序，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近日，该中队执法人员配合交警，在辖
区主要交通路口加强交通秩序管理工作，并

对人员站位、工作职责进行了周密部署和详
细分工。对电动车安装遮阳伞、行人不走斑
马线、大货车超载及不遵守信号灯、越道行
驶等违规行为进行综合整治。通过“1＋1＞
2”的有效整合，大幅度提升了交通秩序的
规范有序，扩展了文明城市创建的交通治理
成果，让市民出行更有安全感。

珠山区城管执法分局
向全市人民发出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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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山讯 （徐淼英） 近日，新厂
街道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讲活
动，讲述相关知识，增进了街居干
部、辖区居民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内容的理解。这只是该街道开展扫
黑除恶系列宣传活动之一。除了集
中宣讲外，该街道还做好辖区内重

点人员的教育摸排工作，与他们耐
心交谈，了解生活和工作情况，为
他们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消除
辖区内不稳定因素，有效维护社会
稳定。

此外，该街道还充分利用宣传
标语、宣传栏、横幅、游走字幕、

网格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号以及
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广泛宣传，同
时，以扫黑除恶为主题，精心制作
了5000个美观、实用的环保纸杯，
街居干部、志愿者走上街头，深入
居民家中，一边向居民派发扫黑除
恶纸杯，一边向居民介绍扫黑除恶

基本情况，向往来群众介绍开展扫
黑除恶工作的具体内容，鼓励和引
导市民踊跃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线索。居民纷纷称赞这种宣传
方式效果好，传递到大家手中的不
仅是实用的环保纸杯，而且更轻松
地学习了扫黑除恶知识。

新厂街道加大扫黑除恶宣传力度

珠山讯（王宏）10月8日，时值农历戊戌年寒露节气。当日
晚上，由市古琴协会主办、善知堂古琴工作室承办的“玉露清
音”寒露琴集在珠山区新厂街道长虹金域中央C02座举行，吸
引了全市40余名古琴爱好者参加，展现了古琴文化艺术魅力，
与古镇珠山的千年文化积淀相得益彰。

活动现场，《卧龙吟》《秋风词》《阳关三叠》《传奇》《欸乃》
《长相思》《湘妃怨》《雨碎江南》《渔樵问答》等一支支或古琴或
箫或埙名曲，经过会员的倾情演绎，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时而
婉约、时而豪放……营造了浓郁的艺术氛围，引得观众认真倾
听，沉浸其中。节目间隙，还穿插了太极拳表演“陈氏小架”和
诗朗诵《春江花月夜》等，体现了艺术门类的多元化和活动内容
的多样化。据了解，该协会成立以来，立足珠山、面向全市，致
力于培育古琴艺术情操，扩大古琴艺术影响，丰富人民群众的
文化精神生活，作为历久弥新的文化艺术门类，丰富了古镇珠
山的文化内涵。

珠山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特别指出，
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加突出强调

“快”字，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时代要
求方向上、目标上相互一致。如何准确把
握区委的工作要求和决策精神？如何规
避发展过程中的“欲速则不达”？笔者理
解，我们在统筹谋划、推进落实各项工作
中，尤其要扭住“快的基础是科学”这个“牛
鼻子”。

区委对标对表省委“六大突破、三大提
升”、市委“五个聚焦、三个注重”的发展要
求，紧密联系珠山区情和实际，提出了“五
个坚守、五个着力”的奋斗目标。目标明确
了，路径很重要。比如，在项目建设上，是
招商引资还是政府投资？是走 PPP 还是
EPC？每一次都是站在岔路口，每一种选
择都意味着不同的可能性。要怎样选择出
最佳的路径？不二法门是科学、民主。一
方面，要坚持科学统筹。做事情都需要具
备一定的主客观因素，天时、地利、人和，什
么时候做什么事、什么在先什么在后、什么
可以并联什么必须串联，这里面都有大学
问，是知识与经验的综合。另一方面，要坚
持科学设置标准。比如，在招投标的过程
中如何防止施工队伍出现围标串标？如何
防止出现挂靠买资质？我们必须增加物的
客观、减少人的主观，以集体决策取代个人
拍板。同时，要坚持科学调度，把各种困难
预估得更多一点，把“预备队”准备得更足
一点，尽可能把工作往前排，打好提前量，
留足回旋余地。

这样来看，“快的基础是科学”相当重
要，应当成为珠山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
行动指南。如何做到“快的基础是科学”？
在政治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思想上，我们要和党中
央、省委、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保持高度
一致；在学习上，我们要与时俱进、兼收并蓄，“加油充电”、提高
本领；在行动上，我们要把握客观有利性，发挥主观能动性，实
干而不硬干、苦干而不蛮干，巧用规则而不逾越红线，精准操
控，快速推进。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符合人民的利益、群众的企盼，有了
“快的基础是科学”的行动指南，我们都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攻坚克难的勇气、担当实干的作风，齐心协力，锐意进取，为
擦亮国际瓷都对话世界的窗口继续努力！

珠山讯（罗裔 余梦舟）日前，珠山区城管
执法分局向全市人民发出公开信，倡议从现
在开始、从自身做起，积极投身“双创双修”工
作中，争做文明市民，争当创建先锋，共创美
好家园。

公开信指出，要主动融入，做“双创双修”
的推动者，积极参加清洁家园、消灭“四害”、
清理“牛皮癣”和小广告等公益活动，讲文明
语言，行文明礼仪，做文明事情，养文明习惯，
树文明新风，培育良好的道德风尚。文明在
口中，不说粗话脏话，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
场所吸烟和大声喧哗；文明在手上，不损坏花
草树木，不乱扔杂物，不乱贴乱画，不乱放烟
花爆竹，不损坏公共设施；文明在脚下，不乱
穿马路，不闯红灯，不践踏草坪；文明在门前，

不出店经营，不占道经营，不噪音扰民；文明
在身边，不乱搭乱建，不乱运乱撒，不带泥入
城，不抛撒上路。积极发动，做“双创双修”的
宣传者，用自己的文明之举，积极发动亲人、
同事、邻居、游客、朋友参与“双创”，一个人带
动一群人，一批人带动一城人，从身边的点滴
做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
让座，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耐心热情回答陌生
人的问讯，公共场所主动帮助老、残、弱或其
他需要帮助的人。传递玫瑰，手留余香，伸出
双手，唤醒微笑。躬行实践，做“双创双修”的
监督者，积极反映城市中存在的“脏、乱、差”
现象，引导周围市民服从执法人员和管理人
员的指挥和管理，自觉维护城市公共秩序，争
做城市文明使者和城市卫生维护者。

珠山讯（占毅）日前，珠山区
综治办、区公安分局昌江派出所、
珠山消防大队、区文广新局、昌江
街道等多个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
伍，深入珠山中路新跃广场附近，
对违规经营的音乐茶座、歌舞娱乐
场所开展专项整治。

位于新跃广场二楼和楼顶的多
个音乐茶座和歌舞娱乐场所，大部
分存在证照不全、消防设施不完
善、消防通道设计不合理、拥挤肮
脏等问题，是低俗表演、色情传
播、斗殴滋事等违法行为的温床。

执法人员仔细检查了这些音乐
茶座的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经营
证照、营业范围等情况，公安部门
对茶座业主和相关人员进行了讯
问，很快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随
即，执法人员把发现的问题一一向
经营者指出，并开具相关执法告知
文件，对违规娱乐经营场所进行了
查封，责令停业限期整改。据执法
行动负责人介绍，这些被查处的音
乐茶座业主将接受进一步的讯问和
调查，相关执法部门也将对问题音
乐茶座做出进一步处理。

珠山讯（王宏 文/图）“珠山妙手江村赴，文化交流展艺真，
泼墨挥毫留作品，时光见证一家亲。”这首七言绝句是近日珠山
湖田画院组织30余名书画艺术家和嘉宾赴浮梁县江村乡开展
文化交流活动的写照。

当日上午，该画院一行先后来到沽演茶叶基地、李家坝新
农村示范点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江村实地采风，感受当地人文
风貌，体验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积累创作素材。
面积达2260亩的沽演丘陵茶叶基地茶林绵延，一片青翠；李家
坝新农村示范点实施公司运营模式开发民宿、野钓、农家乐、水
面乐等绿色生态旅游，致富一方百姓；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江村
已有近1300年的历史，古迹遗存十分丰富，让人穿越时空、回
味绵长。采风现场，不少艺术家纷纷写生，用手中的画笔记录
美丽印象。下午，大家来到省级绿色古村落诰峰村，对悠久的
村史、古色的文化赞不绝口。

在严台古村著名的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浮红”出产地
“天祥茶号”，该画院举行了书画笔会，艺术家们聚精会神，一展
身手，或花鸟、或人物、或山水、或书法……引得一旁观看的当
地干部群众啧啧称赞，对古镇珠山厚重的书画文化底蕴甚是敬
佩。

据画院院长李逢民介绍，此次联谊文化交流活动，为江村
乡留下了26幅书画作品，这些作品见证了两地情谊，扩大了珠
山文化影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积极走出去，不遗余力地加
大文化交流力度，为讲好珠山故事贡献光和热。

湖田画院赴浮梁江村
讲 好 珠 山 故 事

市古琴协会寒露琴集受欢迎

珠山讯（潘越梅）“十一”国庆节，人们沉浸在节日
的氛围里，市第十二小学“双创双修”小小宣传员们肩
负起文明使者的职责，充分利用假期，开始了他们的
宣传与调查工作。

他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访左邻右舍，对邻居们
进行“双创双修”知识讲解，让邻居们了解创建工作的
基本内容。

国庆期间，小小宣传员们走家串户，他们的身影
活跃在珠山区的大街小巷。在他们的宣传与调查活
动中，每个市民深知：瓷都是我家，文明靠大家。我们
都是瓷都的主人，我们都是景德镇的形象，我们都是
文明的力量，我们必须以主人翁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每件小事做起，关心、支
持、参与“双创双修”活动，争当文明风尚的传播者，争
当文明行为的实践者，争当文明创建的推动者。

第十二小学“双创双修”
小小宣传员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