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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音乐，
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九江小学生走上央视
■ 本刊记者 周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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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非常 6+1》栏目，大
家一定都非常熟悉，在近期的节目录制中居然
有一个九江小朋友的身影,这位小朋友就是九
江小学五（6）班的童星卢政钢。
“高高的山顶上
有个牧人，他放开歌喉在纵情歌唱，牧人的歌
声多清脆嘹亮，歌声在田野和城里回荡…… ”
3 月 28 日，卢政钢站在了央视“非常 6+1”的录
制现场，一曲《孤独的牧羊人》获得了现场嘉宾
和观众的好评。这位十一岁的小小少年就如
同他歌中所唱的一样，用他清脆嘹亮的歌声，
为自己的梦想插上了翅膀。
别看卢政钢同学年纪小，却是一个老演员
了。他曾经连续三年获得蒲公英声乐比赛金
奖，省级“永远跟党走”少儿声乐比赛金奖，
《唱
响九江》少儿组前三名，不仅如此，他去年还参
加了江苏卫视《歌声的翅膀》节目录制，与孙楠
同台演出。
这次他也是通过一路海选、复赛、半决赛、
决赛，最后走到央视《非常 6+1》的舞台。虽然
去北京录制节目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却丝毫没
有影响卢政钢的学习，在北京训练间隙，他抓
紧时间完成作业。回来第一天恰逢数学测试，
他就考出了满分的好成绩。

卢政钢的妈妈李蓓说，
“ 记忆最深的就是
在他两岁时，穿着厚棉袄，手中挥舞着一面小
小的五星红旗，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
利歌声多么响亮’这首歌，简直太可爱了！”卢
政钢在上小学之前从未正式学过唱歌，倒是
经常被爷爷、奶奶带去跳广场舞，小小的他并
没有随着节拍跳过几个动作，但却跟着音乐
开始唱起了歌。
“ 跳广场舞大都是凤凰传奇的
歌，比如《荷塘月色》
《最炫民族风》等，孩子在
听了几遍之后基本就可以唱出来，而且他唱
歌音很准，声音也很好听。”很多人在听过卢
政钢唱歌后，都说这孩子唱歌很有天赋，一定
要好好培养。
于是在卢政钢四岁的时候，李蓓给他报名
参加了一个全市的儿童才艺比赛，原本只是带
着重在参与、试试看的想法，谁知孩子一路高
歌，进入了决赛前四名。
“其实那个时候的他站
在舞台上还是懵懵懂懂的，但只要音乐响起， 说，之前唱歌就是单凭嗓子，学了声乐之后，才
知道有发声技巧，有乐理知识。
“ 我特别喜欢’
他唱歌的认真劲儿确实让人有些意外。”这是
约德尔唱法’，这原本是阿尔卑斯山一带牧羊
卢政钢人生中的第一次比赛。
人的吆喝声，后来演变成了一种唱法。我在
如今卢政钢正在读五年级，也学了五年声
乐，在他自己看来，音乐的道路，他想一直走下 ‘非常 6+1’唱的《孤独的牧羊人》就是属于这种
唱法。
”
去，因为从中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卢政钢

天高云淡处 满眼皆春荣
■ 本刊记者 吴凤思/文 刘家 张弛/摄

春风又至，天
地 俱 生 ，万 物 以
荣 ，花 好 时 ，月 正
圆。
九江地处江
南之地，终年花开
不 断 ，然 而“ 日 出
江花红胜火，春来
江 水 绿 如 蓝 ”，最
令人赏心悦目的
依然是这春日里
的姹紫嫣红。
九江的春色
就是从枝头的繁
盛开始的，海棠含
笑，初放的是淡粉
的娇羞，一夜春风
掠过，骤然变成了
一大片彤彤如霞
的烟雨。
城里城外纵
春色迥然，但万物
对生发时节的期
待自古相通。城
市 里 ，玉 兰 高 挂 ，
银装束素，好似天
赐的霓裳，照影盈
盈。乡村的田野
上，油菜花的花期
刚过，碧绿的草洲
上深深浅浅的红
平分了鄱阳湖一
半的春色。十里
春风、和风暖阳都
汇合成了踏青、采
青的欢乐队伍。
就 这 样 ，咏 春 、探
春的热情被一件
又一件赏心悦目
的花事催发而出。

我市作家饶军再推新书
我市作家饶军不断在书海耕耘，继推出《庐
山神韵》、
《鄱湖神韵》、
《七彩庐山》后，又于近日
推出新作长篇小说《初心永恒》。
小说《初心永恒》以江南南山市为背景，描写
了在改革开放时期，几名下放知识青年，带着理
想和信仰，在希望的田野里锻炼成长，然后又带
着梦想，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其中有的不忘初
心、不忘信仰，为誓言留下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也
有的在大浪淘沙中折戟沉沙。本书通过八名主
要人物的不同人生轨迹，揭示了人生中的许多哲
理，展示了人性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诠释了不
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在改革开放中的博
弈，
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力量。
《初心永恒》摆脱了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的惯
性，
摒弃了虚无文学创作观，
坚持了文学创作中的
人民性，传播了社会发展中的正能量。政治生态
是小说的重要主线，
强调了理想、
信仰在人生中的
重要作用。从小说中主人公黄海浪、柳根、孙海
涛、王海琼等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群不忘初心、
坚持信仰、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鲜活形象；
也看到了丢掉信仰、
迷失方向，
在大浪淘沙中被淹
没而走上不归路的韩儒和孟军等，
读后发人深省。
作者以自己的家乡为创作背景，有着浓厚的
家乡情结，字里行间讴歌了家乡的人文历史和风
土人情。同时，
《初心永恒》又用较多的笔墨揭示
了人生中的许多哲理，
值得品味。
（记者 罗文霞）

2018环鄱阳湖越野拉力赛开幕
2018 中国环鄱阳湖越野拉力赛于 4 月 10 日在
庐山市开幕。赛事由江西省体育局主办，九江市
体育局、
九江市文旅集团等单位协办。
记者从开幕仪式上获悉，2018 中国环鄱阳湖
越野拉力赛旨在推动江西赛车运动、汽车文化发
展、宣传美丽鄱阳湖的绝美风光景色，打造中国
最美越野拉力赛。
据主办方介绍，鄱阳湖独特的草滩、泥地、沙
漠、沼泽等混合型越野拉力赛段将带给参赛选
手、观众不一样的视觉盛宴。除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选手之外，也不乏国内顶尖车手及顶尖赛车参
加本次比赛角逐。
该赛事于 4 月 10 日在庐山市发车，并于 4 月
15 日收车，
同期将进行颁奖晚宴及闭幕式。
此次赛事设置专业组、公开组、UTV 组（全
地形四轮越野机车）三个组别，共计 150 余辆专
业级赛车参加比赛。国内数百家高端媒体，全方
位、多角度全程拍摄，还有直升机航拍贯穿全场，
现场观众超过万人。
(陈凌 记者 杨军)

市六中中招咨询会圆满完成
近日，2018 届九江市中招咨询会如期在市同
文中学运动场举行。
一幅幅呈现学校办学成就的展牌，
一张张展现
学校理念与立德树人举措的宣传栏，
迅速吸引大量
家长与学生来到市六中的会场。他们或留连于美
术作品长廊，
或驻足宣传栏前细心观看，
或凝神于
学生的才艺展示频频额首，
亦有更多的家长直奔咨
询台。众多家长对市六中的高中美术特色办学表
现出极大兴趣，
现场留下联系方式、
表达报名意愿。
作为一所普通中学，市六中如何如此吸引众
多家长和学生的目光？这一切源于该校所具有
的开创性眼光与宽广的教育胸怀，开创出一方别
有洞天的桃源之地。市六中不自弃于教育资源
的匮乏，不困顿于教育方向的疑惑，有教无类，因
材施教，立足校情，发掘自身优势。1985 年开始
美术专业教育，开启了九江市特色教育的先河。
在历任领导的精心呵护下，该校的美术特色教育
一路走来，至今已历三十余载春秋，硕果累累，桃
李飘香。2011 年，学校领导大力推进美术特色教
育，教育业绩得到社会各届高度评价，当年就获
得江西省教育厅颁发的“江西省学校艺术教育工
作先进单位”称号。2012 年《江西省教育体制改
革简报》两次对市六中的美术特色教育成果进行
专题报道，同年还被江西省教育厅评为“江西省
首批九江市第一所美术特色教育试点学校”，六
中美育之名闻名省内。
在“办简单朴素教育”的办学理念下，市六中
不忘初心，牢记教育的使命与初衷，着力将教育
做成真正的教育，力促教育回归本真。立足“平
民教育”的办学定位，用真诚的教育之心，踏实进
取的实际行动，平实朴素的为学态度，在心中有
人、多元评价、帮助成长的三个维度下，俯身教
育，
夯实基础，
立德树人。
(潘峰)

湖边踏青游玩，
血防部门有提醒
■ 本刊记者 杨军
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些市民纷纷来到鄱阳
湖边踏春游玩，或者采摘野生藜蒿尝鲜，但是，
徒手采摘藜蒿要谨慎，要注意防范血吸虫感染
风险。
虽然近年来九江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很
有成效，已多年未发生急性感染病人，但钉螺
具有随水漂移生长的特点。虽然有关部门每
年都会对湖滩、江滩开展药物灭螺，但受洪水
等因素的影响，
钉螺难以彻底清除。
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成虫寄生在人和多
种哺乳动物的血管(门脉-肠系膜静脉系统)
中。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

而鄱阳湖区及周边湖区是我省血吸虫病
的重疫区，也是血防重点区域，全省 90%以上
的钉螺面积和血吸虫病病人都集中在湖区。
如果市民出去踏青时没有任何安全防护，采摘
野生藜蒿时接触生水、土壤，一定程度上存在
感染血吸虫病风险。
随着气温升高，钉螺体内的血吸虫尾蚴就
会释放入水，形成易感水域或称之为疫水，此
时接触此处湖水就可能会感染血吸虫病。
人在接触疫水后不久甚至几秒内，血吸虫
尾蚴就会钻进皮肤，接触处的皮肤就会出现丘
疹、
瘙痒、
无痛感，
数小时至2~3天消失。血吸虫

病潜伏期一般在 40 天左右，
发病时主要表现为
发热、
食欲减退、
恶心、
呕吐、
消瘦、
乏力等症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血吸虫病引起的发热
使用抗菌素无效，如果患者发热不退，又有疫
水接触史，
一定要检查是否患上血吸虫病。
疾控专家提醒，市民踏青时，不接触疫水
就不会感染血吸虫病。踏青应尽量避免接触
疫水，在采摘藜蒿时应戴乳胶手套。如果怀疑
自己可能得了血吸虫病，应于接触疫水后 1 个
月左右到当地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进行血液
和粪便检查，血液检查阳性者可服用吡喹酮进
行早期治疗。

4 月 13 日，第四届赣北汽车文化节在
九江国际会展中心（九瑞大道 131 号）开
展。据了解，此次车展为期 3 天，大部分
知名品牌汽车纷纷参展，新能源汽车是此
次展会的亮点之一，各品牌车商也拿出了
大幅优惠政策。
(记者 杨军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