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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内涵，唱响“江西是个好地方”
——代表热议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 江西日报特派记者 余红举

于秀明 全国人大代表，鹰潭市市长

宁 钢 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大学校长

邬成香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歌舞剧院院长

代 表 名 片“诗和远方两不负。”正在召开的
全国两会，“文化”这个大主题成为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西代表团
所关注的热点，代表们围绕文化强省
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突出抓好陶
瓷文化、戏曲文化、中医药文化、客
家文化等江西特色文化项目赴国
（境） 外交流展示，讲好江西故事，
传播江西声音，不断提升江西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早日把江西建设成为文
化强省，重塑江西文化的历史荣光。

底蕴深厚
拥有文化自信

江西有自己独特文化品牌：无论
是万年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还
是一千年前宋真宗用自己年号赐名

“千年瓷都”景德镇；无论是点燃了
星星之火的井冈山红色文化，还是40
多年前南昌小平小道成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策源地……都铸就了赣鄱文化的
精神内核。

“山清水秀，赋予了江西高‘颜值
’，厚重的文化底蕴，赋予了江西优雅

‘气质’，给了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建设
文化强省的坚实底气。”邬成香说，“正
是源于这种文化自信，我们才有勇气
义无反顾地‘走出去’。”

“欲人勿疑，必先自信”，文化自信
不是一句口号。江西文脉悠长、人文
厚重，自古便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的美誉。闻名全国的书院文化、戏曲
文化、陶瓷文化、茶叶文化、药业文化、
稻作文化、商帮文化、宗教文化、客家
文化等，蔚为大观。

在宁钢看来，陶瓷文化是中国优
秀文化的国粹，与中国书法、汉字、
中国画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
型代表和中国传统文化辉煌成就的重
要标志。“陶瓷文化是江西、乃至中
国最为强大的文化话语权。”宁钢
说，传播好陶瓷文化，让更多的人来
了解、参与，并进行文化传承，就是

讲好江西故事、传播好江西声音，展
现江西的一种文化自信。

鹰潭道文化源远流长，从东汉末
年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在龙虎山结庐炼
丹创立正一天师道之始，薪火相传
1900余年，与孔子世家并称为“南张
北孔”。“鹰潭历史文化特点深度融入
城市规划发展中，形成了鹰潭一个城
市的文化特质。”于秀明介绍道，鹰
潭高标准编制了 《鹰潭市“中华道
都”建设行动方案 （2018-2020）》，
通过挖掘、研究、提炼、展示、体
验、宣传道文化，努力把道文化元素
融入每一个旅游景点、每一件基础设
施，推动道文化显性化、大众化、体
验化。这是一种城市与文化的融合，
也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

时代召唤
打造文化精品

文化强省，需要一批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强烈的吸
引力和感染力，能经受起历史检验的
文艺精品支撑。江西古代曾出现过
《桃花源记》《滕王阁序》《临川四
梦》等传世经典；现代以来，又出现
了《可爱的中国》《庐山恋》《建军大
业》等优秀作品。

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
《回家》，用歌剧展现时代变迁，为观
众奉献了传统与现代的情感大戏和视
听飨宴。这台由江西省歌舞剧院精心
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演出足迹遍布

大江南北，还远赴美国、澳大利亚等
国家展演，赢得满堂喝彩。邬成香是
《回家》主角之一，她说：“这就是文
化的力量。相关部门做好顶层设计，
利用社会力量催生出一大批精品，文
化才会强起来。”

邬成香与团队继《回家》之后又
瞄准了海昏侯这一题材，准备着手打
造这张江西文化名片。不过，邬成香
坦承，精品力作需要时间打磨，更需
要高端人才和团队：“文化精品的培
育至少需要5年时间，需要设立优秀
文化产品‘走出去’专项基金，支持
打造针对国际市场的文化精品。基金
来源可以中央财政出一部分，地方财
政筹集一部分，还需要吸收一部分社
会资金进入。最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选择1至3个文化品种进行重点
培育和打造，创造出更多精品开展文
化交流。”

鹰潭因道而“鸣”。基于道文化
创作的大型行进式山水实景演出《寻
梦龙虎山》已经成为“明星”旅游产
品、文化精品。去年4月10日，2017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大上清
宫遗址从全国1000多个发掘项目中脱
颖而出摘得桂冠。于秀明表示，作为
我国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整的皇家道教宫观建筑群落遗址，大
上清宫遗址是鹰潭的文化名片，是江
西历史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
不朽的记忆。鹰潭全面启动大上清宫
遗址保护利用工程建设，着力把大上
清宫遗址打造成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

遗址公园，让大上清宫遗址重见天
日。

放大特色
发展文化产业

没有文化的旅游是浅显的、空洞
的旅游，没有旅游的文化是难以创造
完整价值链的文化。从深度和广度上
促进文化旅游融合，推动实现文化旅
游业的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鹰潭坚持跳出山门抓发展、跳
出景区搞旅游，紧密结合道文化和生
态优势，积极发展养老、养生等大健
康产业，打造了以天师八卦宴、天师
道茶、天师板栗等一批游客参与性较
强的道文化体验和康体养生旅游项
目。”于秀明表示，下一步，鹰潭将
大力发展道教观光、道教体验、道教
饮食、道教研习等道教养生旅游，兴
办养老、健康、医疗等服务机构，建
成道医馆等一批康养产业综合体，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拓展产业功能。

“考工记中说，天有时、地有
气、材有巧、工有美。”宁钢建议，
陶瓷文化要实现自我价值，景德镇要
打造陶瓷产业化之路，一要整合资
源。我们有那么多高校、陶研所，还
有中国陶瓷检测中心，要形成合力，
发挥研发优势，不断推陈出新。要重
视艺术陶瓷设计，通过设计创新，材
料科技创新，创建20个左右的品牌，
形成一定规模的产值和利润，便可增
强城市的经济实力。二要对日用陶瓷
艺术化、艺术陶瓷产业化的发展，给
足政策，制定标准，提供信息、科
技、市场等方面的服务。尤其要重视
新材料等科技成果转化。景德镇有这
个优势，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产瓷区能
与之匹敌。我们要扮演好政府、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各自的角色，尽心尽
力走艺术陶瓷产业化之路，去与世界
对话，瓷都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江西的陶瓷文化一定会更加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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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进非公有制企业（28户）
（一）发展升级示范企业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东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镇诚德电子有限公司
江西天一航空装备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宏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景德镇百特威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景程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景德镇市玉柏瓷业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富玉青花玲珑陶瓷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宝瓷林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远洋威利实业有限公司
景德镇金诚电子有限公司
（二）科技创新示范企业
江西晨航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欧美亚电子有限公司
景德镇景华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景德镇明兴航空锻压有限公司
景德镇东璟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新航科技有限公司
景德镇风益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金芒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真如堂陶瓷有限公司
景德镇兴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鑫惠康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景德镇创牌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景德镇天诚机械有限公司
景德镇正德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博大精工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二、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17名）

张海清 乐平世龙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贵瑛 乐平市大连医院董事长
仝元东 景德镇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金田 景德镇市宏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林浩达 华达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江 滨 江西昌兴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胡发忠 中乐古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占云磊 江西浮梁贡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万剑 江西美琳康大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 露 景德镇江南之星商务宾馆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 军 景德镇文宇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文娟 景德镇青花故事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瑞华 德韵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
章朝蓬 景德镇朝蓬生物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林平 景德镇市现代高温色釉陶瓷研究所所长
肖学锋 景德镇正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金梅 景德镇钟家千年陶瓷文化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三、优秀创业者（10名）
吴 欣 乐平福乐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臧文敏 浮梁县农村大学生和新型农民农业产业

协会会长
王 翊 景德镇天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胡仁生 江西丰隆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琳琳 景德镇洛客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邵 颖 景德镇方寸之间陶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李华景 江西瑞鑫盛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 毅 柏毅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 丹 厚森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
邓慧明 古镇混泥土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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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委、市政府同意，景
德镇市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领导小组开展了景德镇市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考评活动。根据
《关于开展景德镇市发展非公
有制经济考评活动的通知》
（景 非 公 领 办 字 〔2018〕 9
号）要求，经过广泛宣传、各
级推荐、多部门核查、会议审
定等工作流程，评选出景德镇
市先进非公有制企业 28 户、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 17 名、优秀创业者 10
名。现予公示，公示期为5个
工作日。

如对拟表彰对象有意见，
请向市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纪委市监
委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反
映。

景德镇市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话：8279997
邮箱：jdztzb2k@163.com
市纪委市监委驻市委统战

部纪检监察组
电话：8270182
邮箱：jwztzjj@163.com

景德镇市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3月14日

景德镇市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考评表彰候选名单

全市市民：
经市政府决定，将于2019年3月 15日至30

日期间，对以下范围山上的坟墓进行迁坟，东至
新平路，南至紫晶支线，西至紫晶路，北至昌南
湖。逾期未迁坟者，作无主坟处理。

联系人：吴寿林 联系电话：13437980190
河西村委会

2019年3月15日

迁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