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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评

嗜糖之害，甚于吸烟！减糖，一定要记住这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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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马上要进行期末考
试了，这意味着长达两个多月的
暑假即将来临。而最近几日，每
到放学之时，中小学校门前都会
有人向前来接孩子的家长发送游
学夏令营的宣传彩页，更有人拉
着家长介绍自己举办游学夏令营
的经验和孩子们学中游、游中学
的收获，令不少的家长心动。然
而，随着五花八门的“走进高校
体验营”“科考十日学游营”“兴
趣特长提升营”“小学初中衔接
营”等针对学生暑假的游学夏令
营纷纷登场，一些所谓的游学夏
令营便出现了“游”无“学”、价
格畸高、内容注水等令人失望的
情况，一些所谓的游学夏令营也
变成了纯粹的“摇钱营”“游玩
营”。对此，全社会应该予以重
视，有关的职能部门更应联手加
强监管，予以整治。

作为教育行政部门，要针对
游学夏令营的乱象，通过广泛的
调查出台相应的行业规范，明确
游学夏令营的定义和范畴，筛选
游学夏令营的主办机构及承办单
位并向社会公布，以防止不具备
资质的机构分食这块蛋糕；同
时，要会同物价、文化旅游、市
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对游学夏令
营的组织机构和承办单位进行联
合检查，核准其收费标准，严检
其招生合同，细查其内容安排，
明晰其安全责任，并加强对游学
夏令营的全程监管，做到监督不
留死角，管理不留空档。

作为游学夏令营的组织者或
承办者，要知道游学夏令营的重
点应该放在深度的“学”上，而
不能放在走马观花的“游”上。
游学产品也不能单单是旅游产
品，其核心还应该属于教育产
品。因此，在组织实施过程中，
一定要配备专门的从业人员、进
行专业的课程设计，并投入充足
的人力、物力和教育资源，从而
让参与者在旅游学习的同时也收
获身心愉悦，真正达到开拓视
野、增长知识、增强与其他文化交流沟通的能力。

作为工青妇等社会群众团体，要根据孩子们
的兴趣爱好和家长们的期待，联合公益组织或有
资质的培训机构，依托博物馆、科技馆、天文
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免费或低收费
的组织家门口的游学夏令营活动，采取名著赏
析、影视展映、科普讲座等形式，组织孩子们在
动手动脑和相互协作中强化集体观念、提升阅读
能力、提高艺术水平、增强感恩之心。

作为家长，如果真的想为孩子报个游学夏令
营，一定要针对孩子的兴趣爱好、成长特点和时
间安排，对游学夏令营的组织机构、承办单位的
资质进行审核，尤其是在签订合同时，不仅要看
清有关责任条款，还要详细询问行程路线、交通
工具、游学内容、安全保障、食宿安排、管理模
式、师资配备、保险理赔、联系方式等相关信
息，以便出现纠纷时能够维权。

本报乐平讯 （汪嘉琪） 日前公布的2020年度全
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共有10个展览项目被授
予精品奖，由乐平市博物馆推介的“赣鄱青韵，瓷都
之源”南窑陶瓷文化陈列展览位列其中。

南窑遗址，位于乐平市接渡镇南窑村。考古研究
表明南窑烧造历史悠久，距今有1200多年的烧造历
史，是瓷都景德镇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窑业遗存，对
探索瓷都景德镇早期窑业的技术源流、传播与影响具
有十分重要意义，不仅填补了景德镇地区唐代瓷窑遗
存的空白，而且把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向前推进了
200年，是瓷都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的先声，为明清时期瓷都景德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
技术基础。该遗址文化层堆积厚，遗存丰富，所烧瓷
器品种多样，其保存规模之巨大、完好在江西生境内
同类窑址中罕见，在南方地区也是罕见的。2019年10

月7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赣鄱青韵，瓷都之源”南窑陶瓷文化陈列展厅
位于乐平市博物馆四楼，展厅面积300多平米。以千
年南窑、工艺南窑、价值南窑为主线，结合馆藏标
本、瓷器等 60 余件文物，灵活运用光影、场景复
原、多媒体等手法，以高级的艺术审美融合科学规划
的空间、流线，浓缩了南窑千年的历史精华。让观众
透过文物更好的了解乐平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和
文化断面。

在“赣鄱青韵，瓷都之源”南窑陶瓷文化陈列展
厅中，无论是让南窑陶瓷文化分毫毕现的互动屏幕还
是恒温恒湿的玻璃展柜，都透露着满满的科技感。结
合多样化的展示手段及展柜形态，提炼出乐平历史各
时期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从而梳理出清晰的南

窑历史发展脉络，具象地展现了一千二百年前南窑的
全貌。通过再现南窑制瓷、装烧、出窑、叠窑的全过
程，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为增加了展览的趣
味性，开发“南窑瓷器修复互动”游戏增加观众对唐
代陶瓷器型的进一步了解。

在展览运营上，乐平市博物馆通过定期推广宣
传、线上博物馆、临展发布、接待讲解、第二课堂等
展览延展活动，让博物馆生下来、活下去，成为县级
馆中“网红”打卡的新标杆。据不完全统计，自试展
期至今为止共接待游客、观众上万人次，是广大民众
及青少年学生了解乐平本土陶瓷历史乃至景德镇陶瓷
史的一处最佳课堂。

下一步，乐平市将利用独特的地方文化优势，将
南窑遗址公园与乐平古戏台相结合，打造独具的特色
旅游精品路线，促进乐平文旅融合事业发展。

“南窑陶瓷文化陈列”
荣获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奖

本报讯（王兰 记者 王姝 文/图） 6月5日，由市文广新旅局、市文联主办，市文化
馆、市音协、市音协钢琴学会、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承办，舒密尔钢琴公司协办的江西
省音乐“映山红”奖钢琴比赛暨中国音乐金钟奖景德镇选拔赛在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举
行。来自全市各大院校和中小学校以及各艺术培训中心的学员120多名钢琴选手参加了儿
童组、少年组、青年组类的比赛。

比赛在儿童组选拔赛小钢琴选手演奏的《小星星变奏曲》中拉开了序幕，紧接着
《拉德茨基进行曲》、《小红帽》、《a小调小曲》、《虫儿飞》、《闪烁的小星》等120余首美
妙动听的钢琴曲轮番登场，台上的“小小琴童”们与“小钢琴家”们十指指尖在黑白琴
键上流淌，时而紧张，时而舒缓，抑扬顿挫，将自己的弹奏技巧和功底，演奏的出神入
化，也充分展示了他们对音乐的无尚追求和热爱。台下的观众同样也是沉浸在悠扬、高
雅的艺术氛围之中，掌声不断响起。

经过激烈的角逐和评委认真的评选，比赛分别评选出了儿童组、少年组和青年组
一、二、三等奖。其中，有10名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市参加第六届江西省音乐“映山红”
奖钢琴比赛暨第十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江西地区选拔赛。

此次比赛旨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喜迎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继续推动我市钢琴事业的繁荣
发展。选拔赛也为热爱钢琴、擅长钢琴的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通过这样
的一个平台，积累他们的演奏经验，提升他们的艺术修养，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格调
高雅的文化艺术氛围。同时小钢琴家们能收获宝贵的成长记忆，迈向更高的音乐殿堂。

江西省音乐“映山红”奖钢琴比赛
暨中国音乐金钟奖景德镇选拔赛举行

本报讯 （洪东亮） 6 月 6 日，
在风景秀丽的景德镇南山腹地禅师
山中，长芗讲坛开讲。景德镇地方
文化研究学者洪东亮主持讲坛。本
期讲坛邀请学者朱少明主讲《逻辑
历史解读王阳明心学》。王阳明心
学研究者徐润生、刘云武等参加互
动对话。来自市直机关、企事业单
位及社会各界50余位嘉宾参加讲
坛。

朱少明在讲学中从王阳明心学
产生的历史背景；逻辑历史对王阳
明心学的研究；对古人思想的研究
方式探讨；王阳明心学的广泛发挥
中的提示；王阳明心学与中国书院

文化的紧密结合；王阳明心学与世
界文明的交融等方面进行阐述。

长芗书院是景德镇历史上的著
名书院，至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
史，是我市又一十分重要的文化遗
产。长芗书院创建于南宋庆元三年
（1197）。元代著名文学家欧阳玄曾
来长芗书院讲学，留有“院在长芗
业已专”的赞誉。明代戏剧家汤显
祖对长芗书院予以肯定。江西省博
物馆镇馆之宝——元青花釉里红楼
阁式谷仓与长芗书院有着不解之
缘。2016年，沉寂多年的长芗书院
重启讲坛，至今持续开办5年。书
院复兴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长芗讲坛开讲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一旦远游

学，如舟涉江湖。一艘小船唯有不断远
航，才能从小溪驶向广阔大海，少年亦
是如此。日前，南昌外国语高新学校孩
子们的十岁成长之旅来到千年瓷都景德
镇，走进了古窑民俗博览区欣赏风景，
品读文化，用旅途见证成长。

踏上林间的访窑古道，每隔几十
步就有一些碎瓷片拼成的图案镶嵌在
地砖中央，始于足下，瓷器就在身
边，独特的创意，增添了孩子们的亲
切感，也激发了他们对瓷文化的兴
趣。在研学导师的带领下，大家参观
游览清代镇窑，手工制瓷作坊法，学
习了解我国不同朝代陶瓷的制作工艺

和特点，感受中华陶瓷文化的博大精
深。孩子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也对
中国传统陶瓷工艺、对千年瓷都景德
镇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纸上得来终觉浅，从书本里抬头多
出门探索方能勇往直前，无惧风浪，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十年岁月，从蹒跚
学步到勇往直前，他们不再依赖父母温
暖的手掌，而是学会独立自主，坚定前
行，他们相伴走过成长之门，脚踏实
地，所向披靡，用灿烂的笑容定格成长
中的美好时刻。祝愿孩子们经历十岁成
长礼后更加懂得感恩，学会关爱，如高
山坚韧，如山海宽广怀揣小小梦想的少
年，让未来不负勇往。

古窑游学品读瓷文化

社区广场舞展演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 （提萱） 6月5日上午，“喜迎建党100周年”

国信康养综合体社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广场舞展演
月活动正式启动。

简短的启动仪式后，铿锵有力、气势轩昂的《盛世
腰鼓》正式拉开了此次广场舞展演月帷幕。随后，伴随
着《不忘初心》、《忘川的河》、《美丽的漓江河》、《幸福
中国一起走》、《思念情缘》、《祝福祖国》、《最亲的人》、
《十送红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梅赞》、
《在希望的田野》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身着色彩鲜
艳服装的十余支广场舞代表队200余名广场舞爱好者翩
翩起舞，以饱满的热情赞美党、赞美祖国，充分展现了
人民群众生活富足、社会和谐、积极向上的美好景象。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体育总会指导，市国信康养
有限公司、市广场舞·健身秧歌协会主办，共有六场，
分别是6月5日、6月12日、6月19的上午和下午，全市
100余支广场舞代表队上千名广场舞爱好者参与，她们将
以靓丽的舞姿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充分展示了
我市新时代群众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陶瓷作品《妈祖圣迹图》在台北首展
本报讯（记者 查艳）近日，记者从中华妈祖文化交

流协会获悉，由福建省莆田市妈祖文化陶瓷艺术馆创作
的48幅景德镇青花陶瓷作品《妈祖圣迹图》首次在台湾
兴安会馆，举行了艺术交流台北首展，引起了广泛关注。

采访中，福建省莆田市妈祖文化陶瓷艺术馆负责人
潘晓秋告诉记者，他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2008年前
往台湾，参加台湾“妈祖”绕境活动，被博大精深的妈
祖文化深深吸引住。之后，他还参加了“妈祖下南洋，
重走海丝路”暨中菲妈祖文化交流活动，逐步对妈祖文
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的指
导下，他来到妈祖故乡创立了福建省莆田市妈祖文化陶
瓷艺术馆，以陶瓷为载体，致力于传播妈祖文化。其女
儿潘璐从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受父亲影响，
并在妈祖文化的熏陶下，创作出一系列妈祖陶瓷作品。
这套共48幅的陶瓷《妈祖圣迹图》，每一幅长1.28米、宽
1.28米，是她历时5年自主创作以妈祖故事为原型的系列
景德镇青花作品，也是全球首套妈祖瓷版画，具有极高
的创作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

本报讯 （记者 查艳 汪娟娟） 6月4日晚，由三
宝蓬美术馆主办的三宝夜话特别版“美术馆奇妙
夜”在该馆拉开帷幕，活动邀请了袁乐辉、谢长
敏、付磊磊等三位艺术家，分享他们与艺术相关的
情感、经历及思考。本期主题为“安静的引力”，
这也是“美术馆奇妙夜”的第一场。

静谧的夜，杂糅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伴着蛙声
徐徐而来……三宝蓬美术馆内，烛光闪烁，人影婆

娑。在主持人的引领下，艺术家们分别来到各自
作品前，解读作品的构思与创作的过程。伴随着
宛转悠扬的小提琴声，参观者一路走走停停，时
而在雕塑作品前驻足观看，时而簇拥一起聆听艺
术家娓娓道来。

“安静是引发思维无限遐想的意识环境，在这个
意识环境中艺术得以觉醒、跳脱常态，它们之间是
事件与环境的紧密关系。当我们将这种关系提炼出

来，就像是进入一段故事的前情提要，所有的序幕
即将藉由一道光的口子拉开，吸引我们进入一个与
艺术家的平行空间，探索一段奇特的、美妙的关于
时间、意识的旅程。”三宝蓬美术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次的活动不同于往日的三宝夜话，以“艺术+
音乐”的形式呈现，给参观者以美好的体验。

活动最后，艺术家们围绕“安静的引力”这个
主题与参观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美术馆奇妙夜”活动举行

世卫组织曾调查23个国家人口死亡原因，得出
结论：嗜糖之害，甚于吸烟！该调查还显示，长期嗜
高糖食物的人，平均寿命比正常饮食的人要缩短10-
20年，并提出了“戒糖”口号。因为这些糖进入身体
后，会让血糖骤增，刺激胰岛素分泌，危害人体健康。

一口糖，毁了全身！
1、毁牙齿
饮用含糖饮料后，口腔里的细菌可以使糖和食

物残渣发酵形成牙菌斑。含糖的碳酸饮料有一定酸
度，长期饮用会酸蚀牙齿，增加患龋齿风险。

2、毁心脏
儿童每周少喝1份含糖饮料就能改善心脏健康

状况，降低今后患上心脏病的风险。儿童所喝的含
糖饮料份数越多，他们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含量就越
高。

3、毁眼睛

糖分摄入过多也有可能会增加近视的发生几率
或加重近视的程度。过多的糖分进入人体后，血糖
含量过高会引起眼内房水、晶体渗透压的改变。如
果房水的渗透压低于晶体的渗透压时，房水就会进
入晶体内，改变晶体形状，有可能会诱发近视或加重
近视。另外，过量的糖分还有可能降低眼内组织弹
性，增加晶体内压力，使眼轴伸长，造成近视的发生
或加重近视的发展。

4、毁皮肤
吃糖太多会抢走人体内的胶原蛋白，使得皮肤

的弹性变差，甚至出现皱纹和斑点，尤其是白砂糖等
精制糖。

5、毁骨骼
年轻的女性、儿童等人群喜爱吃甜食，而一些中

老年人的补品中也常常有糖分出现，糖分摄入过度
会影响人体对食物中钙质的吸收，易导致骨质疏松。

控糖，记住3点！
1、揪出隐形糖
有些食物虽然吃起来不觉得甜，但其中的糖含

量却高的惊人。葡萄糖、蔗糖、果糖、乳糖、麦芽糖、
蜂蜜和玉米糖浆都属糖类，越是排在食物配料表前
边的成分，其含量就越高。

避免高糖饮食，首先就是不要选添加糖类的可

口食物。一定要学会看食物标签，这样的话，即使是
包装食物中的隐形糖，也能被我们揪出来。其次，不
要再向你的热饮和食物中额外添加糖了，也能让人
体少摄入点糖。

烹饪也要注意，尽量避免糖醋、红烧等方法，而
且添加糖不仅增加了糖的摄入，还掩盖了盐的味道，
无意中也会增加盐的摄入量。

2、循序渐进
对于喜欢甜食的人，想要一下子戒掉，真的很

难，不妨循序渐进来实现。
因此，如果你偶尔抵制不住诱惑，吃了一点点小

松饼或一块巧克力，不要就觉得自己戒糖失败了，要
继续自信满满的坚持下去，要相信低糖膳食要远远
好过我们对高糖膳食的依赖。

在你降低糖摄入量几周后，你就会发现：身体内
在和外在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会让你再也不
想高糖膳食，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3、用其他饮食代替
当开始降低膳食中糖的摄入时，可能会增加对

甜食的需求。这时，也不要太放纵，不妨用别的食物
来代替甜食，比如含糖低的蔬菜、水果等。而且有时
候我们感觉饥饿，完全可能是身体急需蛋白质的供
应，而不是糖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