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末考试来了，走进抚州职业技术学
院戏曲传承班的练功房，似乎依然能感受
到学生在这里练习的欢快声。

这学期，他们确实收获满满——
4 月 15 日，中国教育电视台《少年工

匠》栏目以“别样戏曲梦”为题，播出了以
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戏曲传承班学生为对
象的专题片；5月，该班16名同学又以盱河
高腔·乡音版《牡丹亭》演员的身份，登上
广州艺术节的舞台……

近年，抚州市委、市政府立足文化资源
优势，以开展汤显祖纪念活动、打造“中国
戏都”为契机，大力推进“戏曲进校园”活
动，使优秀文化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开
花，为戏曲事业传承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设戏曲传承班
去年，由抚州市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在

抚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戏曲传承班，实行
委托培养模式，招收 60 名学生，从生源选
拔、课程设置、专业考核到毕业就业进行全
方位培育，建立起戏曲人才培养基地，从招
生机制上保障了“戏曲种子”进校园。

同时，教育、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制订
戏曲进校园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市大
中小学生中普及戏曲知识，提升戏曲素
养，丰富抚州教育品牌内涵，因地制宜推
出了“十个一”活动方案，即：开好一门戏
曲知识课、成立一批戏曲社团组织、免费
观看一场戏曲演出、举办一场戏曲讲座、
推广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创建一批戏曲特
色学校、组织一次校园戏曲展演、开展一
次戏曲夏令营活动、开办一档校园戏曲栏
目、组建一支戏曲活动指导团队。“戏曲进

校园”工作因此有了明确方向。

校园刮起“戏曲风”
为提升教师的戏曲文化素质，抚

州市多次组织培训。去年 7 月 3 日至 5
日，由抚州市教育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主办的“戏曲进校园”教师培训班开
班，130 多名教师参加培训，抚州市戏曲
界、艺术界知名艺术专家传授戏曲艺术概
论、抚州采茶戏的唱做念打、戏曲的表演
程式、戏锣鼓的运用等知识，并对参加培
训教师的台风、动作进行指导。据悉，这
样的培训该市已开展10多次。

另一方面，全市50多所中小学校成立
了戏曲社或戏曲兴趣小组。此外，抚州还
创新引进中小学校园戏曲广播体操，并将
此活动打造成特色品牌。

玉茗花开满园香
各中小学戏曲社的学生利用课余时

间看戏、学戏、排戏、演戏，众多学生从知
戏、赏戏到台上唱戏，朵朵“戏剧小花”在
台上优美绽放，甚至走出国门。

2013 年 2 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国
际青少年艺术节上，临川一中戏曲社学生
表演的《牡丹亭·游园》选段获杰出贡献
奖。今年 1月，临川三中的 16名高中生参
加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剧场、清华学堂
剧场、北京保利剧院举行的盱河高腔·乡
音版《牡丹亭》演出。

如今，抚州有92所中小学成为传统戏
曲实验学校，培养戏曲苗子1100多人。走
进才乡学校，处处能感受到戏曲的熏陶，
处处能品味出传统文化的芳香！

从看戏到演戏
郑文斌、邵阳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没想到节目这么受欢迎，下次我
也要报名参加。”近日，永修县群众文
艺汇演举行，现场观看表演的村民纷
纷叫好。

今年，永修积极开展“百姓大舞
台”等文化文艺活动，以全县19个乡镇
为单位，将举办19场主题鲜明、思想积
极、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活动。
为让群众从“台下看戏”变成“台上演
戏”，该县启动了文化艺术体育中心项
目建设，加强对群众文化的引导，将县
文联系统各协会纳入县文广系统合署
办公，县文化馆协助县文联协调文学、
戏剧、音乐、舞蹈协会工作，县美术馆
协助县文联协调县老年书画、书法、美
术、摄影协会及诗词协会工作，更好地
服务群众。同时，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解决了县文化馆、图
书馆“两馆”存在的人员编制不足问
题，使县文化馆具备了演艺、群众文
化、文学、非遗等专业辅导功能，丰富
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何建江 潘四平

玉茗花开满园香
——抚州市开展传统戏曲进校园活动纪实

本报婺源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洪裕
国）6 月 24 日傍晚，婺源县沱川乡一村民发
现一只动物不小心掉溪中，赶紧将其救起，
并报警求助。原来，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黑熊。

姜秋英介绍，当时她正在溪边散步。突
然，一只憨态可掬疑似“野猪仔”的动物出现
在河边石板路上。突然，这只可爱的小动物
突然发出叫声，边叫边后退，一不小心掉进了
小溪中。她急忙到农庄找来渔网，在其他村
民的帮助下，捞起了小动物。“捞上来发现是
小黑熊，于是赶紧向森林公安报警。”姜秋
英说。

婺源县清华森林派出所副所长汪华伟介
绍：“我们赶到现场时，这只小黑熊因掉入水
中受到惊吓，全身发抖。我们找来牛奶喂它，
经安抚照料，小黑熊渐渐恢复了平静。”

经婺源县野保站站长洪元华现场辨认，
确定这是黑熊。洪元华介绍，这只小黑熊因
刚出生，身上长满茸毛，其胸部有“新月形”白
斑，因此又称“月熊”，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鉴于黑熊太小，难以找到放生点，现暂时将其
送往皖南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婺源县森林公安提醒群众和户外运动爱
好者，近段时间，野生动物处于繁育期，容易
怕受伤害攻击人，在黑熊常出没区域，不要轻
易进山。

DUSHI XIN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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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广大学生的暑期体育生活，引导他们
参与体育锻炼，由南昌市体育局主办的 2018 年

“娃娃学游泳 体彩来买单”千名学生免费游泳培
训暨“新力时代广场杯”千名学生全国游泳锻炼等
级达标比赛，将于7月11日至8月20日火热开展。

2000多名孩子受益
今年是连续第四年举办“娃娃学游泳，体彩来

买单”活动，南昌市体育局继续第三方向全市场地、
设施条件较好的游泳场馆购买服务，面向南昌市身
体健康、年龄满 10周岁（即 2007年 9月 1日-2008
年8月31日出生）的孩子，培训人数1800名。

此外，本次活动将关爱辐射到特殊人群，推出
多个“爱心班”，总培训名额为 200 名，如“外地来
昌务工人员子女班”“现役军人子女班”“留守儿童
班”等。据悉，“现役军人子女班”于 2017 年首次

开设，此班的设置将成常态。
爱心班的报名年龄段适当放宽，面向年龄为

9岁至14岁，即2003年9月1日-2008年8月31日
出生的适龄学生。烈士子女可免费参加培训，名
额不限。届时，共有超过2000名南昌中小学生免
费学游泳。

留守儿童班线下报名
每年夏季是溺亡事故高发期，尤其是在城乡接

合地带以及乡村、山区。2018年“娃娃学游泳，体彩
来买单”活动，将把免费游泳培训的福利送到湾里
区，提供50个名额。让湾里山区的留守儿童走进游
泳馆，在救生人员的看护和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
防溺水自防自救知识，并初步掌握游泳技能。

本次免费游泳培训活动于6月26日开通网上
报名通道，群众可在南昌市体育局官网上报名，额
满为止。主办方将根据报名人数组织编班，每班
学员不超过15名，每天培训课时60分钟，每期10
个培训日。第一期培训班于 7月 11日正式开班。
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须自行配备泳衣、泳帽、泳镜
和打水板。

此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班”“现役军人子女
班”“留守儿童班”仅接受线下报名。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报名者须携带父亲或母亲一方的身份证明
文件、务工单位证明、本人身份证明报名。报名者

可前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 1326 号江西日报传媒
大 厦 1705 室 现 场 报 名 。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0791-86847887、86847492、88101552。

参加达标比赛可获证书
在中国体育总局、中国游泳协会的指导下，南

昌市体育局与新力地产结合本次活动，推出“新力
时代广场杯”千名学生全国游泳锻炼等级达标比
赛。每名参加 2018 年南昌市“娃娃学游泳，体彩
来买单”千名学生免费游泳培训的学生，均可参加
达标比赛。通过达标的学生将获得中国游泳协会
颁发的“全国游泳锻炼等级达标”证书。

特别要提醒的是，成功报名参加培训的学员，
须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携带一寸免冠照片一
张，在指定时间前往指定地点办理培训证。参训
学员须持培训证才可进入游泳场馆，参加免费游
泳培训。同时，领取培训统一服装、背包、安全手
册，并上一节防溺水课。

本次免费游泳培训活动共分4期培训。

第1期培训班：7月11日-7月20日

第2期培训班：7月21日-7月30日

第3期培训班：8月1日-8月10日

第4期培训班：8月11日-8月20日

孩子们 快来报名免费学游泳吧
南昌征集逾2000名中小学生 共分4期培训

本报记者 陈 璋

防溺水知识进村校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6月 26日上午，南昌市青山湖区
防溺水知识宣教活动来到罗家
镇中心学校，从而实现该区防溺
水安全宣教活动村校全覆盖。

据了解，为切实提高中小学
生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掌握防溺
水知识技能，青山湖区文明办、
青山湖区志愿服务联合会与南
昌蓝豹救援队合作，共同走进校
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教志愿服
务活动。

从 6月 14日开始，南昌蓝豹
救援队宣讲员先后来到青山湖
区胡坊、观田、胡家、佛塔等多所
学校，开展2018年青山湖区安全
教育综合志愿服务项目——防
溺水安全宣教志愿服务活动，共
计3000余同学参与。

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超6万人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为给素不相识的
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九江市水务公
司职工张斌在长沙市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连续
4天注射造血干细胞动员剂。6月26日上午，
他躺在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进行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张斌成为九江市第 10例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至此，我省志愿
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90例。

记者了解到，46 岁的张斌常无偿献血。
2011年，张斌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意义，立
即请工作人员抽取血液做HLA（人类白细胞
组织相容性抗原）分型检验，登录中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

今年 5 月，接到省红十字会的捐献通知
后，张斌毫不犹豫地同意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让他安心捐献造血干细胞，张斌所在单位
已特批其假期。

陪同张斌到长沙的九江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说：“张斌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过程历时 6
个小时，捐献非常成功，身体状况良好，只是
有点疲劳感，这是捐献后的正常反应。”

张斌表示，被救助的人可以健康生活，就
是最好的回报。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
来，传递生的希望，传递爱。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江西分库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
前世界上治疗白血病的先进手段。目前江西
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超过6万人。

近日，南昌市东湖区八一公园百花大舞台，小演员陶妙颖在表演京剧剧目《盗库银》。东湖区举办少儿京剧专场
演出，青蓝少儿京剧社的“梨园小将”表演了多个剧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本报记者徐 铮摄

呆萌小黑熊遇险及时获救

三岁女童垂挂半空
邻家兄弟攀爬相救

肖莉华 罗贵芬 本报记者 刘之沛

6 月 22 日，在吉安市吉州区古南镇街道
桃树下社区某小区，上演了惊险与感人并存
的一幕，一名3岁女童爬上自家阳台，卡在防
盗网上，垂挂在半空中。街坊邻居齐心救助，
其中住在楼上的两兄弟徒手沿外墙爬上三
楼，托住女童，直到女童获救。

当天上午，女童妈妈出门买菜，独自在家
的女童踩着椅子爬上阳台，不小心落入防盗
网的间隙，女童哭喊着寻找妈妈。邻居发现
悬挂的女童后，立刻大声呼救，短短几分钟
内，许多人赶了过来，有人赶紧拨打了 119。
住在同一幢楼的郭安泉踩着空调外机，顺着
防盗网徒手攀爬上楼，托住女童并安抚她，他
的弟弟郭水泉也爬上去接应。“我大概上去了
有十几分钟，出了一身汗，也有点体力不支，
两只脚站得发麻。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没多
想，大家都会尽力去救。”郭安泉说。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时，女童的母亲也赶
回家中，从室内把女童抱回。“幸亏他们及时
托住女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要对这种好
人好事多宣传，带动居民向他们学习。”该社
区副主任邓丽萍说。

我省出版两书获冰心散文奖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6月26日，记者获

悉，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评选结果揭晓，由江西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丝路云谭》、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出版的《寻找生命的感动》获奖。冰心
散文奖为中国散文学会的最高散文奖项。

《丝路云谭》是江西教育出版社“丝路万
里行之重走玄奘之路”系列图书之一，为作者
肖云儒历时 3 个多月重走丝路、记录丝路沿
途所闻所感而成。《寻找生命的感动》收集了
作者安谅 80余篇散文作品，既呈现出一种轻
盈之美，又不同一般的心灵鸡汤，作者以极小
的点切入以期将读者带入广阔的生命体验。

家庭医生为村民送健康
本报讯（记者赵影 通讯员黄煜）“婆婆，

我帮你量下血压。”6 月 22 日，乐安县牛田镇
峡圳村卫生所医生徐其盛来到村民黄毛女家
中，为她测量血压。

去年 7 月以来，该县经过层层选拔的家
庭签约医生达 321 名。目前，该县已成立以
县级医疗机构为单位，176个县镇村“三级联
动”精准帮扶团队，为每个困难家庭明确一名
家庭医生，实行“一对一”签约服务，制定个性
化健康管理方案，配备健康扶贫爱心保健箱，
全方位、多角度保障贫困群众就医条件。

梨
园
小
将

梨
园
小
将

违规搭期货交易平台
一审被判退回客户投资款

本报宜黄讯（通讯员邹文胜）近日，宜黄
县法院一审判决一件以类似电商平台从事期
货交易的公司退回客户全部投资本金 6.1 万
元的合同纠纷案件。

经审理查明发现，被告公司在其官网公
布了的交易参数、交易规则、风险控制管理
等，且其提供的交易软件也是根据上述公布
的规则制订的，客户在交易过程中只能选择
买入、卖出以及手数，不能对所交易的商品的
其他参数进行选择，存在被告公司对买卖交
易的其他条款进行了固定。而且，涉案交易
均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各自
权利义务，未发生商品的实物交收。被告公
司的交易系统并非是现货或现货延期交易，
而是符合期货交易的特征，涉案交易均应认
定为期货交易，而非现货交易。被告公司未
经批准，在其交易平台上进行期货交易，违反
了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
定，所涉交易行为均为无效。

据此，法院依据合同法规定，确认客户在
被告公司客户端中的全部交易无效，遂作出
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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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熊得到细心照料。通讯员 洪裕国摄

6月26日，黎川县厚村乡厚村村，村民现
场领取被拖欠的工资。据悉，黎川县厚村乡
春龙蔬菜合作社法人代表拖欠农民工工资
23.6万元，涉及30余名村民，当地公安、劳动
监察部门联合追回，于当天现场核实发放。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领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临川十三小的学生进行临川十三小的学生进行
展演展演。。 潘四平潘四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