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十一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
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
放弃追求。

——习近平

2018年12月 日 星期一17
中共景德镇市委机关报 景德镇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6-0012 邮发代号 43-5007 中国景德镇网 http://www.jdz-news.com.cn

第14993期 今日8版（含珠山新闻4版）

农历辛丑年正月十二2021年2月 日 星期二23
中共景德镇市委机关报 景德镇日报社出版 第15649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6-0012 邮发代号 43-5007 中国景德镇网 http://www.jdz-news.com.cn

投稿邮箱：jdznews0798@163.com 联系电话：8282024 总值班：黄 胜 责任编辑：官龙样 冯茜 责任校对：张喜环

——习近平

人们把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喻为孺子牛，把创新
发展、攻坚克难比喻为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
比喻为老黄牛。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发扬孺子牛、
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
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
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越临近春节，主播咔卡就越忙碌。
腊月二十八，咔卡约了谷雨山房的创

始人徐柯。直播间这几天要上谷雨山房的
瓷器，咔卡为了能介绍好瓷器，已经做了
很多功课，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问徐柯本
人，咔卡把它们记在自己的本子上。见到
徐柯，寒暄几句，喝一口白茶，咔卡摊开
本子，拿出笔。

直播间叫“山下有窑”，咔卡很喜欢这
名字，说能给人很多想象——山上郁郁葱
葱，山下有窑一座，河水潺潺，稻田两
旁，有人耕种、有人制陶。

这几年直播行业火爆，转战直播的陶
瓷人也越来越多，很难统计淘宝、抖音几
大平台景德镇陶瓷直播间的具体数量，仅
初具规模的就有几十家，一时间，景德镇
陶瓷行业的招聘信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就是“主播”。

“最大的压力，是如何选择好的瓷器，
并把它们介绍好。”做直播一年多来，咔卡
几乎每天都要去作坊，不懂就问，然后带
着答案回来再消化。咔卡还看了很多工
艺、艺术类的节目和书籍，她最喜欢陈丹
青的《局部》，不仅把节目看完了，还把书
买回来，她对里面讲梵高的那一篇情有独
钟，看了十几遍。

直播从晚上7点开始，但咔卡的工作
从早上就已经开始。景德镇虽然不大，但

几个作坊转下来，往往就到了下午，这时
候她又急着往直播间赶，还有很多直播前
的工作等着她完成。

从徐柯那回来，咔卡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把谷雨山房的瓷器再仔细地“过”了一
遍，工艺、图案和寓意都是最基本的知
识，咔卡更想表达的，是器物给人的想
象，徐柯说谷雨山房注重让器物去呈现名
字中的画面——春雨绵绵、谷物生长、深
山之中、有房一间，让器物拉近人和自然
的距离。听到这个答案的咔卡很开心，因
为她觉得山下有窑亦是如此。

临近开播，咔卡会和团队成员把直播事
项再梳理一遍，甚至包括一些硬件的检查，
有次直播因为话筒出了故障，一直没有声
音，工作人员在紧张的调试，镜头前的咔卡
一直保持笑脸，这段小插曲其实只有几分
钟，但咔卡说这几分钟像是过了一年。

直播间其实并不大，一张直播台，几
个补光灯就占据了大部分地方，顶上还布
置了十多盏射灯，案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
的瓷器，在镜头的角落，有一束腊梅，这
是咔卡专门为这个季节而添置的。

直播结束的时间其实并不一定，有时
候临近下播，观众突然有了兴致，仿佛要
把所有的问题一次性问完，或者咔卡自己
意犹未尽，觉得还要把那些瓷器再介绍一
下，所以一般都要到深夜。结束后咔卡有
时还会和工作人员复盘，对当天的直播进
行总结。

等到把这些事情都忙完，咔卡才能收
拾东西回家，直播间的楼下有片湖，沿着
小道绕过湖面，就到了马路旁，马路上早
没有了车水马龙，但对面的居民区还是一
片万家灯火。

不打烊的陶瓷直播
□ 本报记者 邹勇宾 文/图

咔卡在直播中。

春日暖阳下，不少市民和游客不约
而同来到西河湾打卡，玩沙、放风筝、拍
照；走进陶溪川，犹如漫步在欧洲小镇，
一睹这座古朴与时尚相融相交的陶瓷文
化创意街区；在三宝瓷谷，慕名而来的游
客静坐在青山环绕的民宿一隅，或品茶、
或看书，静享田园生活。

2020年，我市不断丰富文化旅游发
展要素，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取得了一
系列丰硕成果，既圆满实现了景德镇国
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文旅主
战场“一年见成效”的目标，也有力促进
了全市文旅事业、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

项目建设再掀新高潮
2020年以来，我市全力筹备2021年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提速建设世界
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协调实施总
投资约300亿元的15个板块58个重点
文旅项目，促进陶阳里、陶溪川、三宝瓷
谷、陶瓷产业园区和高岭·中国村、航空
小镇、洪岩小镇、皇窑、5G城市会客厅、
绿地·昌南里、世博江西馆转型升级，省、
市领导开展调研调度和考察30余次。

浮梁县和昌江区成功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瑶里村入围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陶阳里御窑景区创建国家5A级
景区规划通过专家论证，完成景观质量
省级初评；陶源谷艺术景区、高岭·中国
村创建国家4A级景区进入备选名单。
全省旅发大会氛围营造多管齐下，城市
形象文旅宣传片拍摄和主题口号、城市
宣传口号、征文、吉祥物、形象大使征集
征选等活动全面开展。新安装景区旅游
交通指示牌108块。

产业发展呈现新活力
指导陶溪川文创街区成功创建首批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牵头推进
“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创建，协办2020年
全国版权示范工作培训班，设立陶瓷版
权快速维权中心、陶瓷版权专家委员会，
版权登记数猛增370%，列全省设区市第
一，陶溪川文创街区荣获2020“中国版
权金奖”推广运用奖。

有序推进产业链建设，精心编制“十
四五”文旅发展规划，出台扶植政策10
余项，推荐16家单位申报“一带一路”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全省数字文化创意企业扶植项目，创建
省级文化和旅游发展融合示范区、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工业
旅游基地。

大力提振文旅消费，实施“引客入景”行动，开展“文化和
旅游消费季”活动，发行“陶醉瓷旅卡”。深入开发文创产品，
摘得江西省文化旅游创意产品大赛奖项19项，金奖总数全省
第一，文创直营品牌店建设全省领先，建成2家、在建1家。
组建国兴文旅平台，成功收购绿地·昌南里。市文旅局连续
两年荣获全省文旅先进单位。

文化惠民展现新亮点
文艺精品创作推陈出新。赣剧《瓷·心》入选文旅部2020

年度剧本扶持工程，《大爱无疆》等多首歌曲荣获省级优秀抗
疫艺术作品奖，《摘茶籽》《我来唱歌表嫂听》荣获第三届江西
省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节一等奖。大力指导推进《景德镇记
忆》《经山海》《上镇》等陶瓷文化旅游演艺项目。出版《陶瓷
文物故事》《灯耀瓷都》。将文化惠民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举办第41届群众歌咏月、主题全民阅读、“抗击疫情”爱心捐
赠作品展等公益活动。

对外文化交流构建新平台。举办景德镇世界非遗传承
人大会第一次筹备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凤凰卫视、北京能
量和景德镇方面达成共识，拟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在2021
年6月举办大会，目前正积极开展筹备工作。召开“一带一
路”陶瓷文化旅游高峰论坛暨联盟筹备会。开展“东亚文化
之都”申创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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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
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充分肯定探月工
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就。他强调，要弘扬
探月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高峰，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
程，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
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上午10时许，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
员代表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平
同孙家栋、栾恩杰等亲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
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听取有关月球样
品、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成果、国际合作和
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绍。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
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
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
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
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年来，参
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
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探
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
工程四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要继

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
统筹谋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
术、空间应用创新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
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坤明、王勇、肖捷
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等参
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技发展
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完成
六次探测任务。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
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于2020年12月17日
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
球和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
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本报讯（记者 程华）2月22日，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张春萍面对面与各县（市、区）政协主席座谈交流
共话新年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张景根、秘书长宋建明
出席。乐平市、浮梁县、昌江区、珠山区政协主席参
加。

张春萍指出，过去的一年，在中共景德镇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市县两级政协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全
面对标对表党中央和省、市委及省政协工作要求，服
务大局上有力有为，资政建言上可圈可点，履职品牌
上创新创优，凝心聚力上尽职尽责，特别是在战疫、战
贫、战洪“三大攻坚战”中，市县两级政协上下联动、协
同配合、助力攻坚，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认可，以
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展现了政协人新风貌、新实

绩、新作为。
张春萍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
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市各级政协进一步增强
履行使命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紧密结
合实际，与党委、政府同心同向同行，充分发挥人民政
协职能优势，达到服务大局有高度、建言献策有深度、
联系基层有热度、民主监督有力度，凝聚起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合力。

会上，张春萍与各县（市、区）政协主席交流互动，
各县（市、区）政协主席围绕开展中共党史教育、提高
履职实效、激发委员主体作用等方面谋划全年创新工
作，并提出意见建议。张春萍要求，要按照党中央和

省、市委部署要求，精心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各项工作，在全市政协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进一步做
实“委员+”“有事好商量”基层协商工作室品牌建设，
努力完善基层协商议事工作规则，推动基层民主协商
由“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坚持人民政协为人
民，积极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才库”“智囊团”优势，在“十四
五”开局之年，围绕国家试验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中心
工作，做好选题、破题工作，深入调研、广泛协商，建睿
智之言，献务实之策，为党委政府提供更多有深度、有
价值的决策参考。

市县政协主席交流座谈共话新年工作
张春萍出席

新 春 走 基 层

本报讯（刘雨涵）“十三五”期间，我市外贸出口稳步增
长、开放型经济发展量质齐升，国家试验区建设成效明显。

“十三五”期间我市外贸出口持续攀升。由2015年的
48.43亿元，连续跨越50、60亿元两个大关，至2020年出口达
65.68亿元，年均增长6%。欧美等高端市场不断扩展。对美
国、欧盟出口由2015年的4.54亿元、7.73亿元分别增至2020
年的9.63亿元、12.08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9%。

“十三五”期间我市深挖传统产业发展潜能，充分发挥国
家试验区政策优势，“3+1+X”产业外贸发展动能更强。陶瓷
产品累计出口15.84亿元，遍布全球76个国家及地区；文化产
品2020年出口3.49亿元，年均增长18%，高新技术产品2020
年出口2.58亿元，年均增长32%；南昌海关下属国家重点陶
瓷实验室制定科技、经验鉴定规程等艺术陶瓷鉴证质量溯源
标准8项并正式发布实施，助力我市掌握陶瓷艺术品鉴证标
准话语权。

“十三五”期间我市坚持“以瓷为媒、对话世界”，提升陶瓷
作为中国对外“文化名片”的影响力。江西省首批国外陶瓷保
税展示交易业务在2020年瓷博会期间顺利开通；“十三五”期
间景德镇艺术陶瓷精品赴德国、南非、希腊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参加中宣部“感知中国”重点项目，参加“丝路瓷行”“中国
梦、中国彩”等重要活动，有力促进了中外陶瓷文化交流。

“十三五”期间我市开放型经济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