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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不散 冥想怀先贤
九江人自导自演的话剧《濂溪先生》首演深受好评
■ 本报记者 吴凤思 文/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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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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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草木之花，可爱
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
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
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
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
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
可亵玩焉……”一段《爱莲
说》，三代人的吟唱，一下
子把观众带到了千年前的
湘赣大地。
12 月 1 日 晚 上 19:30，
备受瞩目的《濂溪先生》在
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首
演。这是一部由九江人自
导自演的大型历史话剧，
摘取了周敦颐从少年、青
年、中年到老年时代的几
个代表性的片段，演绎出
这位千年先贤浩然正气、
清正廉洁的一生，深具现
实教育意义。演员精湛的
演技，以及配合绝妙的舞
美设计，让在场观众大呼
精彩、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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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好《濂溪先生》 展现匡庐人文

世人熟悉周敦颐，源自于那篇仅只 119
个字的文言文：
《爱莲说》。所以，经过三两次
创作会的碰撞与讨论，导演和编剧一致决定，
《濂溪先生》的故事要从《爱莲说》开篇。先认
识大家都熟悉的周敦颐，再由他的成长故事
入手，渐渐引向濂溪先生的学术学说形成的
历程，特别选取了周敦颐与范仲淹、王安石偶
遇论道等片段，着重笔墨描绘了其清正廉洁
的为官之道。
为纪念宋明理学鼻祖周敦颐诞辰一千周
年，九江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濂溪先生》
这部五场次的历史话剧就是其中之一。作为
一部由九江本土演艺团队打造的大型历史话
剧，该剧从今年 7 月份开始进入筹备阶段，历
时短短数月的制作过程，终于在 12 月 1 日与
大家见面。
“从选剧本，挑演员，再到定妆做道具，排
戏，只用了几个月时间，这对于一部历史话剧
而言，确实很不容易。”观看完演出的陈小姐
对剧中演员们的表现啧啧称赞，
“这是一部九
江人自己的话剧，而且还是一部高水平的好
作品。坐在台下看戏时，我一边被周敦颐的
事迹感染，一边也为九江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而感到非常骄傲。
”
除了编剧外，该剧的导演和演员都是九
江人。
“九江能演话剧会演戏的人都在这个舞
台上了，对于我们这些演员来说，能有戏演就
是最幸福的事，而能演到《濂溪先生》这部话
剧，更是非常过瘾。”剧中四川富商张员外的

扮演者杨屹告诉长江周刊记者，因为周敦颐
求学、为官的足迹跨了湖南、四川、江西三省，
涉及到的人物也比较多，舞台上布景场次更
换频繁，阵仗还都比较大，但实际上这整部剧
只有 21 位演员，他们和 18 位幕后工作人员共
同完成了这部话剧。
“有好几位演员都串了几
个角色。有的演员上一个角色还沾着胡子，
但为了串下一个角色，都来不及用酒精卸妆，
就忍着疼，直接把粘得正牢的胡子硬撕下
来。
”
导演、演员们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
演好《濂溪先生》，因为在他们的心里，
《濂溪
先生》不仅寄托了他们对这位千年贤哲的敬
慕之情，还深藏着一份浓浓的乡情。他们更
想通过演好《濂溪先生》，向九江以外的地方，
展现周敦颐与匡庐的情缘，让更多人了解濂
溪先生的同时，了解濂溪之美。而这也是匡
庐的人文之美。

讲好
“九江故事”彰显文化自信
一群人的汗水，
一个又一个夜以继日的辛
劳付出，
换就了一台满堂彩。要把《濂溪先生》
演好，讲好这个“九江故事”，是剧组人员通宵
达旦的原动力。但濂溪先生并不好演，
因为史
料有限，再加上他一生平顺并无大的波动，所
以人物并不好揣摩。为了把中年时期的周敦
颐演活，
演员刘靓做了很多功课，
查阅史籍，
寻
访旧迹，一遍一遍推倒重来，最终把周敦颐善
政的一面表现得恰如其分。
善政，
恰恰是这部话剧的中心思想。
周敦颐，生于道州道山之下，本为北宋道

州营道县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但与江西
有着密切关系，曾在修水县、大余县、南昌县
等地任职。周敦颐 57 岁的生命中有 23 年是
在江西度过的。在赣鄱大地上，周敦颐默默
践行着其清正廉洁的主政之道。
周敦颐对九江也是情有独钟，一生与九
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九江为官、讲学，筑
书堂、凿莲池，行吟匡山、濯缨濂溪，择九江为
卜居之地，以九江为第二故乡，1073 年病逝于
江西九江，葬于九江市濂溪区东城村，并认定
其后世子孙为九江人。
对于“濂溪”的由来，源于“思乡”之故，以
朱熹和张栻为代表，
一致认为
“濂溪”
实先生晚
居庐阜，
因名其溪，
以示不忘根本、
永葆初心。
“之所以选择用话剧的形式向理学开山
者周敦颐致敬，是本着弘扬九江文化，说九江
本土故事的主旨，用一种可集大成的艺术形
式，尽全力彰显九江人的文化自信。”九江文
化馆副馆长、九江市演艺公司董事长廖源说，
结合当今社会，濂溪先生“修身、廉洁、奉公、
爱民”的廉政思想，直到现在，对于我们倡导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仍有
着重要的意义。而《濂溪先生》恰好为观众讲
述了为何而读书，为何而为官，怎样做一个好
官的道理。
据廖源介绍，首演结束后，他们还计划带
着《濂溪先生》在全市巡演，同时也准备以此
作品来参加下一届的江西省艺术节，并准备
冲击国家级大奖来填补九江在国家文华大奖
或
“五个一”
工程大奖空白。

“从早上 8 时开始发电，到现在下午 14:
55，已经发了 165 度电。”日前，都昌县南峰镇
石桥村又一座光伏扶贫电站成功并网，开始
发电收益。据悉，该电站是九江市安监局与
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
的光伏扶贫项目，从今年 10 月 29 日开始动
工，日夜兼程，到 11 月 3 日就建设完成，仅用
了 7 天时间。
光伏发电是一个非常适合当地农民脱贫
致富的惠民工程。工程师甚至村民都以可用
手机 app 实时监控电网数据。江西旭阳雷迪
及其子公司旭阳电力结合都昌县各乡镇当地
的地理条件和电网情况，在都昌县 24 个乡镇
的 150 个村分批建设光伏扶贫电站工程，
整个
项目总投资 4800 万，
总装机容量约 7.5MW。
“目前村里建有两个基站，一个基站一年
的收益就有约 5 万元，这笔收益可以保障大
约 12 户贫困户，每户每年至少 4000 元的现金
收入。”石桥村村支部书记冯少巩告诉记者，
该村现有贫困户 61 户。通过结合“基站+合
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吸纳贫困户加入光伏
合作社，通过管理和分户式发电站入股的模
式给予贫困户分红。
九江市安监局驻村书记王文胜介绍，光
伏扶贫是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精准扶贫十大
工程之一，是增加贫困户收入的一种新型产
业扶贫方式，太阳能作为长久性的绿色可靠
能源，零排放零污染，能实现长期且稳定的发
电收益。而石桥村地理位置适中，阳光充足，
给光伏发电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目前该村建
成的两个光伏发电基站，能够使该村 23 户贫
困户完全依靠这个收益完成脱贫。
据了解，九江市安监局共对石桥村投入
80 余万扶贫资金，通过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
发展光伏和小龙虾产业，村内道路和村部办
公条件都得到升级，大多数贫困户的生活水
平得到提高，预计 2018 年石桥村就可以实现
全面脱贫。
（记者 吴凤思）

全国书业
“奥斯卡”
揭晓
九江新华书店摘得
“年度营销金案”奖
■ 本报记者 杨军

11 月 22 日，以“新零售·新营销·新共享”
为主题的“全国社店营销实务对接会暨 2017
年书业营销推展发布礼”，在浙江杭州文华大
酒店举行，一批由全国各省推荐、专家评审、
网民票选的书业“奥斯卡”揭晓。九江新华书
店（九江新华文化综合平台）以“书香与咖啡
相伴，文化与创意随行”案例，夺得“年度营销
金案”奖。
近年来，九江新华文化综合平台以“浔阳
讲堂”为依托，发挥品牌作用，通过邀请作家、
知名人士或学者，利用周末举办文艺沙龙、专
题讲座，实现了作者和读者互动。引入教育培
训、文化传承、科普体验、亲子互动等与图书发
行传统产业相关联的项目，达到提升人气、营
造商机、构建平台，打造集文化娱乐与休闲的
文化综合体。
九江新华文化综合平台在营销手段上，

采取梯级递进、媒体全覆盖的形式。做到了：
通盘营销有规划、性化营销有预热、媒体跟进
有宣传、总结梳理有推广。通过举办各种营
销活动，实现了作者和读者互动，带动了平台
的人气，营造了平台文化氛围，把传统的购书
环境变成文化休闲、文化养生殿堂。注重“大
型活动注双效、系列活动有衔接、重点活动有
彩头、营销活动接地气”执行力。在 2017 年就
举办了 80 场文化营销活动，覆盖人群达 30 万
人。
九江新华文化综合平台按照“坚挺主业、
提升价值，融合多元、创新发展”工作思路，实
施“九江书城+”的发展路径，利用现有的九江
书城进行升级改造，在其中注入多元经营新的
思路，整合了包括集雅斋、江西人民出版社九
江分社、慕佳咖啡、整理生活、中科院科普教育
基地、华硕线下体验店等 15 个经营业态、20 个
品牌。去年 11 月，被评为全国书业 2016 年度
“十佳大书城”。今年 9 月，再次从全国上万家
新华书店中脱颖而出，作为文化地标被推展授
牌。在今年 9 月份，图书销售 45779 册，码洋
1464704.15，分别同比增长 16.37%和 33.68%；
多元业态同比去年增长 11.14%。其中图书单
日连续两天销售突破 15 万元，多元业态单日连
续两天销售突破 19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
增 长 了 150.98% 和 332.89% 。 达 到 了 双 效 合
一，实现了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党的文化宣传
阵地，主流文化生活高地，文化互动社交圣地，

市民消费园地，综合文化体验天地，时尚创意
品鉴要地，城市文化地标重地，文化综合平台
境地”
的营销愿景目标。
九江新华文化综合平台致力于智慧书城
的打造，打破了原有各部门、各产业信息孤岛
现象。融入了 Wi-Fi、人脸识别、POS 端微信和
支付宝系统、会员积分系统、客流统计系统等
技术，初步达到了智慧书城的基本要求。其
中，针对店内图书和商品的精准营销，为达到
平台多种信息的精准推送，充分发挥人脸识别
功能摄像头结合 ERP 系统数据进行后台整合
的作用，精准定位到店读者的阅读习惯、兴趣
爱好，更加精确了解读者爱好，从而根据读者
的实际需求，配置卖场图书和商品。截至 2017
年 10 月，一般图书实现销售码洋 811.64 万元，
同 比 增 长 17.45% 。 新 业 态 营 业 收 入 达 到
1252.75 万元，
与上年同期增长 58.78%。
在营销模式上，九江新华书店综合平台借
助微信公众平台的推广来培养核心读者。微
信公众号每周一、三、五定时发送固定栏目：周
一是九江新华资讯，周三是关心孩子成长，周
五是周末好书览胜。还把整个文化平台的内
部结构制作成 VR 全景展示，嵌入微信公众平
台，使读者在手机上就可以清楚，看到整个升
级改造后文化平台的所有细节，各种业态一览
无遗。在微信公众平台专门设计了《九江新华
图书发行》报的电子版块，让所有关心新华发
展的，
市民、
读者更加深入了解新华书店。

近日，
九江市第六中学扩建校区工程开工
奠基。九江市六中扩建校区项目是九江市政府
2017年重大项目，
扩建项目占地8300平方米。
2010 年下半年，市政府和市教育局在九
江市六中第一次主持召开校园建设现场会，
确定了“一次规划，分期建设”的校园建设思
路。历经七年，六中校建经历了 2011 年六中
校园建设总体规划的精心编制，2012 年 3 月
份“九江市六中校园总体规划”的成功批复，
2013 年高中教学楼和运动场的竣工使用，
2014 年市政府、开发区、教育局在六中第二次
召开“六中校园扩建项目用地划拨”现场会，
2015 年新增校园建设用地成功划拨，2016 年
九江市六中扩建校区立项批复和扩建项目规
划设计的顺利通过，直至扩建校区工程正式
开工。七年来，六中校园建设与发展凝聚了
市委市政府、开发区政府和九江市教育局的
深切关怀和大力支持，饱含着六中人的热切
期待和美好向往。
奠基仪式上，九江市六中校长梁明说，
“扩建校区的开工建设让六中这个“内陆”学
校拥有了自己的“出海口”，一个功能更完善、
布局更合理、现代化气息更浓郁、面积更大、
格局更新的崭新校园将呼之欲出。
”
九江市六中扩建校区项目总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总投资 4800 万元，施工建设周
期为两年，将新建一栋美术综合楼、一栋行政
综合楼、一栋礼堂和食堂综合楼及新建学校
大门、
地下停车场等。

（记者 周慧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