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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瓷 都 的“ 不 解 之 缘 ”
—— “ 景 漂 ”张 俊 的 故 事

会议

祝松星 本报记者 甘牧
在景德镇，居住着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他
们在这座城市生活、工作、学习，在城市的发展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自己
的努力在这里扎下了根，见证着这座城市近年来发生
的巨大变化。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称谓：
“景漂”
。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张俊，就是这样
一位和景德镇结下不解之缘的“景漂”。近日，记者采
访了在景德镇采购瓷器的张俊，他向记者讲起了自己
和景德镇 30 多年来的那些故事。

和景德镇结缘
1986 年，在呼和浩特市日杂公司工作的张俊第一次
来到景德镇。他是陪单位采购员一同来景德镇调瓷器
的。
据张俊介绍，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景德镇的
瓷器是根据需要由陶瓷销售公司统一销售的，瓷厂没
有对外销售的权力。为了调配到合适的瓷器，他就要
到仓库里去找，遇到仓库里也没有瓷器时，就要联系
厂家及时生产。因此，他需要在景德镇呆很长时间，
少则 20 多天，多的时候要一个月左右。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张俊开始在景德镇的大街
小巷转悠，并向瓷业工人学习陶瓷方面的知识。他经

常雇上一辆三轮车，和车主谈好价钱后坐在车上到处
选购瓷器，买到合适的瓷器后就放在三轮车上。
景德镇的瓷器，给张俊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
时开始，张俊就和景德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一直持
续到现在。

好学不松懈
在张俊的印象里，以前景德镇的瓷器都是用稻草
和竹条包装的。陶瓷在用稻草包好后根据品类级别，
分别绑上红蓝绿等不同颜色的竹条。那时候的瓷器也
都是由陶瓷专业销售公司统一定价的。1989 年放开了
陶瓷销售，瓷厂也可以自主对外销售了。从 1992 年开
始，在景德镇购买瓷器取消了票的限制，遍地都能见
到景德镇的瓷器了。私人陶瓷作坊也越来越多了。
1993 年，张俊从单位停薪留职，自己成立了内蒙
古光蒙陶瓷责任有限公司，主要销售景德镇陶瓷，就
这样一直做到现在。
“我非常感谢景德镇。没有景德镇，就没有我从事
陶瓷的这么多年。
”张俊告诉记者。
除了景德镇以外，张俊还去过唐山、淄博、醴
陵。他还经常去邯郸、佛山、潮州、泉州等国内一些
其他产瓷区，一点点地学习相关知识。

开展省运会瓷博会接待单位专项检查

市卫生监督所

本报讯 （田钱兴 杜宇 记
者 甘牧） 近日，市卫生监督
所组织人员，对辖区内 20 余家
省运会和瓷博会接待宾馆酒店
开展了卫生监督检查。
卫生监督员重点检查了各
接待单位顾客用品用具清洗消
毒情况、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
况、公共场所控烟及客房设施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要求各
接待单位必须做到证照齐全、
客用物品及时消毒清洁、房间
空气质量良好、场所环境整
洁。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卫生监督员现场下达卫生监督
意见书，并逐一督促指导整改
到位，及时消除卫生安全隐
患，对情节严重的单位将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省运会

走进

缘分仍在继续
出于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的热爱，张俊还曾带着全
家在景德镇定居过四年，女儿也曾在景德镇御窑厂遗
址景区工作过，体胖的他最终因无法忍受景德镇夏季
的炎热天气而搬回了老家。
虽然最终没有在景德镇定居下来，但张俊对景德
镇依然很有感情。现在每年他都会来景德镇两三次，
住上一段时间，凭借着以前学到的陶瓷方面的专业知
识，为有需要的客户精心挑选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德镇
瓷器，然后把这些瓷器托运回家。
在张俊的印象里，景德镇的城市面貌年年有变化，
尤其这几年变化更大，更漂亮整洁卫生了，从呼和浩特
到景德镇交通现在也方便多了，以前来景德镇还要在北
京和南京转车，路上花费的时间也挺长的。现在自己从
景德镇乘大巴去南昌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家了。
“景德镇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近几年来更是如
此。前几年的瓷博会也非常有特色。”提起现在的景德
镇，张俊十分感慨，“以前瓷器都是通过铁路运输，现
在物流非常发达，只要把你要的瓷器交给物流公司，
他们就会帮你把后续的工作做好，让瓷器安全地到
家，实在是太方便了。
”

市实验学校

获我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小学组团体冠军

本报讯 （周美丽 记者 甘牧） 近日，市房产管
理局太白园房管所组织召开了全所支部党员大会。
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苏荣腐败案件教训，始
终做到警钟长鸣；领导干部要形成“头雁效应”，
持续建设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将文
件精神学习落实到位，开好支部组织生活会。会
后，所领导还带领大家看望了困难职工和党员。

改革
本报讯 （邓锋 致远） 近段时间以来，市景兴
（建材） 瓷厂切实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提升服务水
平，取得了较好成效。
该厂在管理人员少、管辖范围大的情况下，力
克作风顽疾，形成担当实干、锐意进取的良好作
风，通过积极服务租赁实体，使一度面临停产的实
体重新恢复生机，确保了企业租金的正常收缴。该
厂领导还发动管理人员积极挖潜增效。他们利用厂
内闲置空地，将其出租给有资质的商家形成二手车
市场，每月有望增收数万元。

扶贫
本报讯 （江华荣 记者 吴立群） 近段时间以
来，珠山区竟成镇昌江村扎实开展教育扶贫工作，
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因学致贫。
该村认真核对建档立卡户家庭学生信息明细
表，开展信息登记。帮扶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还走
进他们家中，全面宣传教育资助政策，了解帮助解
决孩子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并开展入户慰问活动。

检查
本报讯 （记者 查艳 文/图） 近日，由市教
育局、市体育局主办的“2018 年景德镇市中小学
生田径运动会暨第十五届省运会田径测试赛”在
市体育中心落下帷幕。
市实验学校以 225 分的成绩夺得小学团体总
分第一名，这也是该校接连三年蝉联小学组团体

冠军。虽然比赛只有短短的三天，但这三天将对
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让他们明白了“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
据悉，在三天的赛事活动中，市实验学校代
表队荣获了 12 金、11 银、6 铜共 29 枚奖牌，还获
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化特质的艺术新名片，形成具
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海派”现
代陶瓷艺术流派，推动中国现
代陶瓷艺术的发展以及探索和
实践。
“‘海派无派’，只有海纳
百川和与其他的地域文化及艺
术进行交流并取长补短，才能
使海派文化艺术保持永久的生
命力。”活动主办方，民革中央
画院副院长、上海香山画院执
行院长、上海香山海派陶瓷艺
术研究院院长陈明表示，“本次
展览不仅仅是为了展示 11 位上
海陶瓷艺术家的作品，也是为
了‘抛玉引钻’，团结汇聚更多
的艺术家，参与到形成‘海派
陶瓷艺术’品牌的探索行动中
来。
”
为了更好地支持海派艺术家在景德镇开展陶瓷艺术
创作，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上海香山海派陶瓷艺术研究
院景德镇得雨创研基地”揭牌仪式。此外，主办方还将
举办如何发展“海派陶瓷艺术”的报告会，就当下中国
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现状和瓶颈以及未来进行讨论。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近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景
德镇学院 2560 名新生结束
学校军训后，在学校统一
安排下参观了中国陶瓷博
物馆和航空小镇。
在中国陶瓷博物馆，
学生们仔细聆听讲解员的
介绍，对景德镇陶瓷文化
有了初步了解，悠久灿烂
的陶瓷文化，精美的瓷器
让学员们大开眼界。在航
空小镇的江西直升机科技
馆，他们不仅看到了形态
各异的直升机，也了解了
世界直升机和我国直升机
的发展历程，开拓了眼
界，同时也增强了“科技
强军”的意识。
学生们纷纷表示，参
观活动丰富了军训生活，
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化，
在大学期间不仅要努力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报
效祖国，更要为景德镇这
个第二故乡的经济社会发
展和“双创双修”贡献一
份力量。

景德镇学院新生感受瓷都魅力

2018海派陶瓷艺术家作品交流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查艳 文/图） 近日，由上海静安区
文化馆和民革上海香山画院共同主办，11 位上海陶瓷艺
术家参展的“2018 海派陶瓷艺术家作品交流展”在静安
区文化馆开幕。陈家泠、柯和根、陈明、张恢、康青、
沈雪江、丁设、王曦、胡炜和陈亮等艺术家参展。
本次展览旨在围绕着如何打造具有上海现代城市文

本报讯 （韩辉林） 近日，市为民瓷厂党委领导
班子召开了“坚决全面彻底肃清苏荣案余毒，持续
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专题民主生活会。
该厂党委班子及班子成员直面问题，从五个方
面逐项进行检查，深刻剖析原因，并制定改进措
施。会议要求要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发现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该厂改革转型工作做出应有
的贡献。

危险 小孩在马路上乱窜
温暖 好心市民护其安全
特约通讯员 许荣崽
“小孩，不要乱跑！”10 月 6 日，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温暖的小
事，一位好心市民追着在大马路中间乱窜的小朋友，将一场潜在的危险及时
化解。
当天下午 4 点左右，昌江区市民陈建华骑着电动车从豪德往白鹭大桥方向
行驶，在青花瓷厂的十字路口时，看见有个穿着红色上衣的小孩在马路中间
来回走动。陈建华在看到这个情况后，立刻让自己 9 岁大的女儿跟着这个孩
子，他自己则绕着绿化带一圈后再回到孩子后方，同时用电动车挡住过往车
辆。
“当时是交通高峰期，我怕孩子在路中间来回走动会有危险。刚好路中间
有个草坪，电动车过不去，当时又不敢叫孩子，怕她走出草坪，后来我就往
前面的人行道去追孩子，没想到孩子乱跑，当时我女儿就说爸爸她跑到那边
去了，刚好那边有个坡，我和女儿说你先过去，先带着妹妹。”陈建华讲述起

当时那段经历时，至今还有点心有余悸。
在顺利过了马路后，曾经有个自称是孩子老师的人出现了。“我担心孩子
的安全，询问孩子也不能清楚回答是否是老师，我就对那个自称老师的人说
打电话给孩子的家人吧。”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陈建华终于等到孩子妈妈的
到来。在孩子确认来人是自己母亲后，陈建华才带着女儿离开了现场。
陈建华表示，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有可能挽救的是一个家庭，作为景
德镇市民，他会努力做好每一件好事。
“爸爸，今天我们这样算做好事吗？”在回去的路上，女儿问道。
“孩子，算的。”“爸爸，你真棒！我以后也像你一样做好人做好事。”一
位父亲用自己的行动，教育着下一代，如何做一个文明市民、好心市民，传
播社会正能量。随着“双创双修”的不断推进，市民的素质日益提升，一些
看似举手之劳的身边小事却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温暖。

本报讯 （张琪 记者 甘牧） 近日，市林业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经过认真部署，组织人员对我市多个
重点菜市场销售野生动物的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
执法人员认真检查各市场的每个角落，做到发
现一起没收一起，并及时向市民宣传保护野生动物
的重要性。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车辆 8 辆，执法人
员 30 人次，没收黑斑蛙 1500 只，发放宣传单 200
份。检查结束后，该支队执法人员把没收的 1500
只黑斑蛙在野外进行了放生。

科普
本报讯 （陈敏 记者 吴立群） 近日，昌江区新
枫街道联合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了以“关爱心脏
健康，你我共同承诺，将心比心”为主题的健康教
育科普活动。30 余名社区干部、辖区居民及志愿
者参与了这次活动。
来自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为
居民们讲解了心脏骤停急救、心肺复苏和心血管疾
病的防治知识并进行现场义诊，告诉大家遇到突发
性冠心病应如何急救并发放健康教育宣传手册。这
次讲座内容通俗易懂，受到辖区居民的好评。
本报讯 （余兰 记者 吴立群） 近日，珠山区新
村街道奥林社区计生协会组织社区育龄妇女，举办
了生殖健康保健知识讲座。
社区服务站医生向社区育龄妇女讲解了生殖健
康保健知识，重点介绍了乳腺癌等疾病的早期表
现、发病因素、预防及治疗，何时需做普查及常见
妇女病的症状、危害、预防、治疗等方面的知识。
讲座结束后，医务人员还为前来咨询的居民进行了
病情解答和健康指导。

文化
本报讯 （黄殷霞 记者 甘牧） 近日，华风小学
举办了一次戏曲文化教育活动。
市红果越剧团的演员们走进校园，为孩子们表
演了精彩的戏曲节目。不同剧种、不同唱腔、不同
服饰，让孩子们得到了艺术熏陶，大饱了眼福。演
员们还以通俗浅显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戏曲知
识以及曲剧、豫剧、黄梅戏等各个剧种的区别。活
动最后，孩子们还与老师进行了互动。
本报讯 （徐娟 记者 甘牧） 近日，市第四小学
开展了以“品国粹经典·传承戏曲文化”为主题的
“戏曲进校园”系列活动。
该校邀请了市红果越剧团的老师亲自授课，让
孩子们感知体验我国博大精深的戏曲文化。艺术家
们通过表演，配合道具向孩子们展示了评剧、黄梅
戏、越剧等剧种的特点。他们身着各类戏服，表现
了不同戏曲的唱腔，精彩的演出让孩子们大饱眼
福。艺术家们还与孩子进行了现场互动。
本报讯 （章能 记者 甘牧） 近日，景德镇发电
厂老年书画协会联合珠山区石狮埠街道半边街社
区，在电厂老年宫举行了一场书画展。
此次书画展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有书法、
工笔、写意画等，共展出作品 30 幅。一幅幅书画
艺术作品，既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也让前来
观看展览的居民享受了一次视觉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