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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专场晚会今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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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佳节期间，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九江各地举行了龙腾狮跃闹元宵活动。图为 3 月 1 日上午，彭泽县
浩山乡乔亭曾村举行游板龙活动。
（记者 宋小勇 摄）

阳春三月，我市南山公园梅园的梅花开得格
外耀眼，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赏花。

（记者 张驰 摄）

为让更多的九江观众了解曲
艺，欣赏曲艺，由市文广新局主办，
市图书馆承办的“庆新春，献国粹”
曲艺专场晚会，3 月 4 日晚上在市图
书馆寻庐小剧场举行，该场晚会由
秦皇岛市曲艺家协会倾情献艺。
曲艺历史悠久，听曲艺、知历
史、晓民俗曾经是百姓茶余饭后的
主要消遣方式。相声、快板、评书交
相呼应，竞相争艳，形成了一道亮丽
的文化风景线。这些相声演员虽然
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但他们已经
掌握了相声的表演技法，而且系出
名门，水准非常高。无论是讽刺型
的相声还是歌颂型的相声，目的都
是通过相声这种引人发笑的途径来
教育人、引导人，追求积极向上的社
会风气。秦皇岛市曲艺家协会长期
专业从事曲艺节目的创作和表演，
推送了大量曲艺作品。
“ 品笑轩”相
声茶馆是秦皇岛市唯一专业相声演
出剧场。部分曲艺作家、演员参与
过央视春晚的相声节目创作以及国
家级大型演出活动，多次获得各级
曲艺比赛奖项。
为弘扬敬老助残的社会风气，
市民可凭老年证或残疾证到九江市
图书馆免费领取门票。除此之外，
市图书馆还给环卫工人赠票，让这
些辛劳的“城市美容师”走进图书馆
剧场，
放松身心欣赏曲艺节目。

（文宣）

九江人骆永红——

把都昌豆参
“导”
入
“舌尖上的中国”
■ 本报记者 周慧超

《舌尖上的中国》正月热播，
大家可能想不到，
“舌尖 3”第一集分集导演是由江西九江人骆永红
担任。骆永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于都昌县，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这一集骆永红给大家讲的
主题是
“器”
，
九江美食都昌豆参、
名菜
“豆参炖鱼”
也通过
“舌尖 3”
第一集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
骆永红认为，做纪录片，矛盾、冲突、情感这
是一个纪录片的生命。为什么大家嘴里总说故

乡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并不是说菜有多么奢华，
而那里面的记忆正是你情感的记忆。这里面所
有的关联，器物、食物，一定离不开情感，离开了
情感，片子也不成立了。比如说到铁锅，通过其
背后的故事，呈现的并不是一口锅，而是有一种
更加厚重的东西蕴藏其中。这里面的锅，一定不
仅仅是一块铁皮，而是它背后让人内心触动的故
事。故事只是一个载体，实际上最重要的呈现是
情感，
让人触动的也是情感，
这是关键。
这一集中出现豆参和豆参炖鱼这道菜，与骆
永红少时经历不无关系。作为都昌人，自小在鄱
阳湖边长大，
“长在鄱湖边，常食鄱湖鲜”，对豆参
对鱼，
他都有一种独特的情结。
都昌地处鄱阳湖畔，豆参是当地人餐桌上离
不开的美味。豆参制作过程并不繁复。泡豆、榨
浆、
成型、
切块。而最为关键的是，
烹炸过程中，
要
控制好锅内的温度。豆参缓缓胀大，变得蓬松起
来，通透松脆，口感筋道，伴随而生的一道菜便是
豆参煮鱼。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食
材自然、
鲜美，
豆参煮鱼是人们家常菜，
也是最爱。
但是节目播出后，有观众认为，第一集《器》

过多的阐述厨具，显得本末倒置，
“ 本来是看美
食，结果却对铁锅感兴趣。”骆永红表示，
“器具”
放在第一集，是因为所有的食物再精美，它的源
头离不开灶，离不开锅，离不开食器和盛器。
“比
如，
节目里的铁锅是三万六千锤锤打出来的，
手把
和锅是一体的，
适合厨师翻炒，
它的不沾锅这个特
点，
就用了九转大肠、
清水炒鸡蛋这两道菜表现出
来。在《齐民要术》里面提到两个炒菜的技法，其
中一个就是炒鸡蛋，
名叫
‘炒鸡子法’
，
后来因为篇
幅和内容的原因没有纳入节目。这个铁锅和炒菜
的关系，
不仅体现在成就了鲁菜；
还体现在因有铁
锅才有了‘炒’，
‘炒’在中国烹饪史上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烹饪术里面有 54 种炒法，到了宋朝，铁
锅也好、
炒菜也好，
都特别普及。宋朝的饮食文化
是一个高峰，
当时铁锅也得到认可，
因此它和我们
老百姓的餐饮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
鲜有人知的是，观众在“舌尖 3”片头看到的
题字，以及本集《器具》宣传片中的题字，都是出
自骆永红导演之手。其实，骆永红有长达 40 年
的书法功底，有人开玩笑说：骆导是“被纪录片耽
误的书法家”
。

“因为喜欢，
所以坚持走到现在”
九江学院校友李丁再上央视春晚说相声
■ 本报记者 吴凤思

“李丁，是你逆行了吧。”一脸呆
萌的李丁无辜地笑了，露出两颗标
志性的大门牙，
逗乐了无数观众。
这是 2018 年春节联欢晚会上，
极具笑点、非常可乐的一幕。这位
深受观众喜欢的“板牙”小伙是九江
学院 2006 届机材学院机电一体化
专业的优秀毕业生李丁。2018 年，
他 继 2016 年 与 李 寅 飞 合 说《我 知
道》后，第二次登上春晚舞台。
今年，李丁和他的搭档董建春
带来了一个充满社会话题感的节
目：
《单车问答》。这个短小精湛的
相声作品，直指当下社会中普遍存
在的一个问题，共享单车乱象，令人
印象深刻。

因
“量子力学”
一夜成名的相声演员
“可能大家对我们不是特别熟悉。”
“ 根本就
没人认识。”2016 是李丁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
舞台.在节目中，他好几次拿“听李寅飞、李丁的
相声还不如放鞭炮”砸挂，正是这份真诚，让许多
年纪大的观众记住了这张
“生面孔”。
但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大家对李丁并不陌
生。很多人都听过他的代表作《量子力学和广义
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探
讨的是“四维空间上的相声”。理工科的理论如

何与相声这门语言艺术结合在一起，仅看题目就
觉得匪夷所思，更难得的是，李丁居然大功告成
地在四维空间上说了一段相声，既可乐有趣，又
赋予了相声全新的活力，
实力获赞。
李丁因此成名。现在“知乎”上依然有很多
人在热议着这个作品。有人说，
“ 董建春和李丁
成为了新一代相声改革的正确方向。诚意满满
的创作，雅俗共赏的包袱，完整浑然的结构。他
们如果能坚持下去，一定会改变相声界的一些发
展方向，
带给相声从业者和观众们新的思考。
”
“可能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大学时期在图
书馆看的也都是些理工科类的科普书籍，所以在
做作品时，我总想着怎么把我熟悉的一些知识和
相声表演结合起来，久而久之对于这类题材的写
作会更得心应手些，这才有了时间简史的运用，
才有了后来的《阿尔法狗》、
《炼金术士》等。”李丁
说，其实，最开始，他也没有料想到会走上专业相
声演员的道路，从九江学院一毕业，他回到北京
找了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偶尔兼职说相声，之后
应征入伍，担当部队文艺骨干。直到 2014 年，李
丁参加《第七届 CCTV 电视相声大赛》，崭露锋芒
夺得铜奖后，被央视春晚看中，才渐渐全身心地
投入到演艺事业上，现已投身北京大逗相声，师
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增瑞，专注于相声表演
事业的探索。

靠
“大学舞台”
成长起来的希望之星
从《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
作中的指导及应用》到《男朋友女朋友》
《罗密欧
与朱丽叶》，李丁的代表作品与时下许多小剧场
相声相比更清新，更有校园气息。就连牛群在观

看他的作品之后，也由衷感叹“青春气息扑面而
来，
让人感动”
。
“其实大学舞台真的给了我很多帮助，记得
大学里有很多社团，我当时就参加了戏剧社。学
校经常有演出，而且都是非常正式的舞台，仪式
感就更强。”李丁回忆起九江学院的求学之旅，自
然流露而出的是满满的情谊。
当前说相声的不少演员是从这个舞台逐渐
成长起来的。他的老搭档董建春也一样。首登
央视春晚的舞台后，便有人把他们称作为相声界
的
“希望之星”
。
《单车问答》上，董建春和李丁，两人一个稳
重，一个“疯癫”；一逗一捧，一庄一谐，过五关斩
六将一路将节目保留至春晚，
相当不容易。
“这个作品审了有 7 次，大概改了有 100 多稿
吧。”李丁告诉长江周刊记者，对于最后的呈现和
观众的反应，他还是有些遗憾。和大多数 80 后
一样，李丁的内心深处也藏着一份春晚情结，总
希望把最好的、最有趣的包袱留在春晚的舞台
上。除夕夜临上台前，
李丁还在打磨作品。
对于相声演员而言，春晚舞台是最难的，需
要贴近全国观众的生活题材，也需要主流的价值
观，更需要皮薄、密集且通俗易懂的包袱来迎合
各地观众的幽默感，一个好的作品最终能够走上
春晚的舞台，一定会被来回打磨、反复推敲和润
色，但是不管演员多么努力、多么用心，最终迎来
的依然是众口难调、褒贬不一的评价。李丁说，
他与相声之间的缘分其实很简单，
“ 就是因为喜
欢，所以一直坚持走到了现在”，也是因为喜欢，
所以无所畏惧，
勇往直前。

春节假期刚刚结束，柴桑区岷
山乡干劲十足开始了新一轮的铁
路、公路沿线环境整治工作。为不
断提升环境整治质量，2 月 26 日，岷
山乡政府邀请柴桑区城建局专家一
行对全乡铁路、公路沿线环境整治
外墙粉刷、屋顶“平改坡”等工作进
行专业技术指导。
专家一行来到红光村下屋郑进
行现场指导，随后组织了一场培训
会，就施工材料、结构设计和施工技
术等方面，对铁路沿线外墙粉刷及
屋顶“平改坡”工作进行业务培训指
导。除此之外对施工安全进行了着
重强调，要求既要保证质量安全，又
要保证施工安全。据介绍，
今年岷山
乡把铁路、
公路沿线环境整治提升作
为一项贯穿全年的重要任务来抓，
在
思想上高度重视，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 ，力 争 高 质 量 完 成 改 造 任 务 。

（黄靓）

2 月 28 日上午，浔阳区 2017 年
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理表彰大会
在九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召开，九
江三中作为“十佳社区共建单位”获
得表彰。
据悉，九江三中一直以来非常
重视与社区的合作，积极开展以“服
务进社区、携手建和谐”为主题的党
员进社区活动，积极参与琥珀山社
区党支部组织的活动，有效发挥了
党员在琥珀山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取得了
明显成效，特别是党员进社区志愿
服务队以“三联一带”
（联社区、联支
部、联居民，带领居民参与社区建
设）为抓手，重点围绕“五带头”
（党
员带头做到：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
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
法、带头弘扬正气）的工作要求开展
活动，常利用节日，开展给贫困居
民、孤寡老人送温暖活动，大大增强
了学校党员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同
时让社区居民进一步感受到党组织
的温暖。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等活动中，九江三中与琥珀
山社区携手联动，营造浓厚的氛围，
扎实开展活动，
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