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周慧超
谁说大人不能看漫画！

你都多大了还在看漫画？这个简单设问的背后是
漫画图书从边缘逐渐融入主流的进击之路。从传统的
讽刺漫画，到连环画出版，再到如今的“新动漫”面世，
中国动漫出版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漫画的
概念不断延伸。不管漫画带给你的只是儿时的记忆，
还是如今依然为漫画痴狂，漫画都见证了我们的童年
与青春，也正在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与精彩。

《冰与火之歌》是
奇 幻 大 师 乔 治·R.R.
马丁的经典之作，更是
英语世界影响深远的
里程碑式的作品。这
套忠实于原著《冰与火
之歌：权力的游戏》改
编的图像小说，将史诗
般的幻想杰作实现了
从一种艺术形式到另
一种艺术形式的精心
转换，为读者献上一次
独特的视觉饕餮之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1~4）》
作者：乔治·R.R.马丁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此图书九江市新华书店有售

瑞昌桂林街道
扎实推进“厕所革命”促进乡村振兴

近日，瑞昌桂林街道办事处召开“厕所革命”暨新
农村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指出，“厕所革命”是农村
迈向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小康不小康，厕所是一
桩。各村要认真摸底，确保信息准确性，为全面推进农
村户厕改造工作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会议要求，今年新农村点的公共厕所建设必须要
严格质量管控，严把环保标准，按照有关技术标准推进
厕所建设。不能只建不管，要加大力度推动各公共厕
所的修缮工作。

会议强调，“立党为公树公心修浩然正气，执政为
民听民声养鱼水情怀”。农村厕所革命的成效与群众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能将之作为工作任务而不加思
考地机械执行，需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从
群众的角度和立场出发，真正把农村厕所革命办成一
项民心工程，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文师展 夏佳锐）

搭建校企供需平台 助力就业“无缝对接”
九江人才中心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近日，九江职业大学 2020 届毕业生就业供需洽谈
会举行。本次活动由九江职业大学、九江市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主办，九江经开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协办，
九江职业大学就业处、百城九江人才网承办。据了解，
本次活动有 423 家参会企业携 1.2 万余个就业岗位到
现场招揽人才，吸引了近 5000 名毕业生入场求职，初
步达成就业意向 2000 多人。

活动现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招聘会现场呈现供
需两旺、求聘双赢的良好态势。招聘企业涉及教育培
训、经济管理、市场营销、机械制造、信息技术等行业,
企业提供的岗位薪酬在 3000~10000 元左右。其中参加
本次招聘会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共有 116 家，占 28%，省
内 89 家，外省 27 家；省内综合及工科类企业有 192 家，
占 45%，其中九江企业 129 家，省内企业 63 家；外省企
业 115 家，占 27%，均来自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安徽、
湖北、福建等省市。

本次招聘会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招聘方
式。应聘人员可通过百城九江人才网 APP 或扫描企业
二维码，即时了解企业简介、岗位职位信息，在线投递
电子简历，便于毕业生更加方便、快捷、有针对性地选
择合适的企业和单位。

今年以来，九江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积极组织企
业参与高校招聘会，畅通了高校、政府、企业、学生对接
渠道。接下来，继续加强与各高校合作，为高校毕业生
和企业对接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平台。

（黄燕 欧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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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九江
方言

■ 曾国祥

——从“洋船”到“洋枪洋炮”

洋务运动

清 朝 乾 隆 82 岁 生 日 ，英 国 人 特 别“ 加
敬”，远渡重洋送来一大堆寿礼，其中就有

“君主号”战舰模型和许多枪炮实物。使团
还带来卫队，想在寿礼仪式上表演一番，供
乾隆皇帝检阅。可乾隆却不感兴趣，竟夸下
海口说：“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谁料
几十年后，八国联军正是用这些玩具占领了
圆明园，而且，两次鸦片战争竟使中国付出
了大量将士和民众的性命，加上数以万计的
黄金白银赔款。

曾国藩、李鸿章们搞洋务运动，心中知
道洋人的坚船利炮厉害，中国人既要买，更
要制，必须用洋枪洋炮对付洋鬼子，“以夷制

夷”。但是当中国人制出了轮船和火炮之
后，洋人又制出了更先进的轮船和枪炮，中
国在列强的爪下，似乎只有做殖民地或半殖
民地的命。

李烈钧二次革命前夕，在上海买到一批
洋枪洋炮，通过洋船运至九江，被袁世凯派
人缴了过去，是蒋悦霆率部又夺了回来。于
是袁世凯找到借口撤了李烈钧江西都督的
职，李烈钧也以此为导火索，宣布江西独立，
举行了震惊海内外的湖口起义。

谁叫你中国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谁叫你
让三座大山压着自己的民族？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独立自主，迈上了从

经济到国防的现代化道路，今天已经能制造
航空母舰和远程导弹，再不觊觎洋人的洋船
和洋枪洋炮了。

附：九江方言词典

【洋船】 旧时称轮船。
【洋枪洋炮】 指西洋人制造的枪炮等火

器。

易呈学剪纸选登

拙人老范 不忘初心
老 范 的 老 家 在 永 修 县 吴 城 松 门 山 。

1954 年以前，吴城属南昌市新建县。那时，
老范一家，被老范的父亲，一个担子，挑到了
新建县昌邑乡，就是现在南昌发现的海昏侯
墓，原来昌邑王王城的所在地。1995 年，一
场洪水冲塌了二十四联圩，范家一贫如洗。
1997 年，六、七、八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劳模徐京发，通过“五荒拍卖”购得荒山 2000
亩，联合农民想在永修县八角岭垦殖场搞果
业开发。老范的父母是农民，老了生活无保
障。哥哥，小时得过小儿麻痹症，手脚没坏，
但大脑反应慢；弟弟，从记事的时候开始，整
天病怏怏的。兄弟两个属于社会生存能力
极弱的人。老范细思：有个 50~100 万元，如
果有技术，可以办个小工厂；有个 10~50 万
元 ，如 果 懂 得 经 营 ，租 个 门 面 可 以 开 个 小
店。但是家里人都是半文盲，要技术，没技
术。说懂经营，谈都不要谈。那么一大笔
钱，想都不要想。在当时，如果有 5 万元，做
农业，只要自己肯干，愿意出劳，还是可以做
出不小规模的农庄。于是他家就成为了永
修县京发林业合作社的一员。没有资金，多
方筹借，把上班所得工资拿出来；利用果园
树里行间的空隙进行套种，以短养长。就像
冬天里滚雪球，越滚越大。没有技术，老范
就四处拜师学艺，学好了，就回来教兄弟。
现在的范记酒庄，有果园面积 180亩。

老范坚持说自己是个读书人。是所谓
“喜读书，不求甚解”的那种。他最大的爱好
是打羽毛球，但是他的球友却戏称他是：球
龄长、球瘾重、球技差。老范也喜读《史记》
和《战国策》，常常是手不释卷。读得不过
瘾，就用小楷抄书，字写得不好，就说，没临
过贴，写的是“范体”。老范说，小时候要读
书，动力来自于不想种田，不想过父辈那种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现在的人们戏
称 ：做 农 业 的 人 是 当 今 社 会 最 有 情 怀 的
人。老范笑自己是一个千方百计想逃离农
村、一个最没情怀的人在做农业，在做最有
情怀的事。有时老范也纳闷，自己好不容易
跳出“农门”，怎么转一圈，又回到了农村种
果树？今年清明节，老范回老家祭祖，看到
家族祖庭门楣上镌刻的“义田传家”四个字，
深深震撼，原来是自己源于自身血液里祖宗
的传承。

拙树杨梅 无心插柳
荒山拍卖时，有两个小山包，20 亩左右，

当地工作人员在丈量面积时，认为那个地方
长不出东西来，就不丈量，不计入拍卖面积，
也就是白送。老范的家里人可不管，也把它
开发出来了。种什么呢？当时技术依托的
是江西省农科院，有个女教授姓彭，她认为：
这个地块是红壤，呈弱酸性，土层浅，有沙
砾，比较适合种杨梅。于是，这个地块种上
了杨梅，其他所谓的好地方，种上了早熟梨、
国庆桃、布朗李、五星枇杷、温州蜜桔、雪城冬
枣、板栗等等。八年过去了，早熟梨，由于当
地人喜种柏树，早春，柏树孢子四处飞扬，落
在梨树叶面上，易患梨锈病，是所谓“柏梨不
同春”。再就是气候上，梨子即将要成熟时，
常有极端天气，一场雹线下来，果园遍地都是
将熟未熟的梨子。种的雪城冬枣根本不脆，
卖不出去。板栗，遇上干旱天气，干死。布朗
李，开花的季节，常有倒春寒，花粉扬不出去，
一年下来，就连吃的李子都没有。而杨梅，因
它耐瘠薄，管理粗放，病虫害少，全年基本不
用药。杨梅属于浅根性，根能固氮，所需肥料
以硫酸钾复合肥和少量微肥为主，基本属于
绿色食品的种植范畴。八年下来，杨梅进入
丰产期，每株产量在 200 多斤，收入可观。老
范一咬牙，推倒重来，把所有的土地，全部改
种杨梅。按照 4 米*4 米的株行距，1 亩种 44
棵。现在，范记酒庄有杨梅树 8000余棵，并且
全部进入丰产期。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奇。就像
写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人们在经营
中普遍使用的一个“讨巧”的法则，但是这个
法则在果树种植过程中，往往行不通。而要
的是“拙”，所谓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杨梅
树就是这样，野生状态下，九江各地大量分
布，种植技术要求不高，它没思想，也不跟你
玩花花肠子。只要你对它好一点，它跟你掏
心掏肺，贡献自己的全部。所以，老范把杨
梅树称之为“拙树”。

拙酒果酿 时间沉淀
8000 余株杨梅树，全部进入丰产期，每

株按照 200 斤产量，保守计算，一年有 100 万
斤杨梅鲜果，就卖难了。老范家里几代人是
酿造清明酒的，于是老范决定：杨梅不卖，用
杨梅鲜果酿酒，做酒庄酒。在采杨梅鲜果时
注意分级：优级果、一般果、残次果。优级果
酿杨梅特酿；一般果酿杨梅精酿；残次果酿
成杨梅基酒。用药企 GMP 标准，做酒厂的基
础设施建设，2017 年，范记酒庄取得了酒的
生产许可证（SC）。杨梅酒酿造出来，陈酿 5
年，成为老酒，香醇可口，再行上市销售。

俗话说：做酒打豆腐，从来没师傅。酿

酒，首选的是优质原料，杨梅酒的优质原料
就是八分熟、九分熟，没有污损的杨梅鲜果，
它果香浓郁。其次是酿酒技术和酿造过程
中环境、空气、湿度、温度的把控。老范认
为，不要故弄玄虚，把所谓文化，生拉硬拽，硬
塞进酿酒中。酿造酒就是酿造酒，除酒曲外，
不添加任何成分，坚持原色、原味、原香、原
浆。老范说，他的杨梅酒就是“拙”出来的：一
是用杨梅鲜果酿酒，再就是陈酿。每年，杨梅
生长环境不一样，比如干旱年份、大水年份、
不干不湿年份，或者是杨梅的大小年等等因
素，都会导致各个年份杨梅的滋味、香气等不
一致，这属于正常现象。老范认为：酿酒有技
术，是技和艺的结合，但是跟文化关联不上。
不要过度炒作，把心放正，追求原生态，守护
平常心。但老范认为喝酒有文化，所谓“把酒
问青天”，“把酒诗百篇”，“万丈红尘三杯酒，
千秋伟业一壶茶”，举杯言欢是也。

拙价百元 十年不变
所谓“定价定天下”。目前，范记酒庄每

支 750 毫升杨梅酒零售价定价 100 元，一定
就是 10 年，从来没有变化。有人建议：可以
定 99 元，不过百元，可能销路会更好。老范
认为：就是 100，这叫实打实，不以价格错觉，
欺骗消费者，而应该以实在的优良品质打动
消费者。老范算了一笔账：500 毫升杨梅酒，
要 6.1~6.7 斤杨梅鲜果酿造，750 毫升杨梅酒
就要 10斤左右杨梅鲜果酿造。按照 5元一斤
计算，750毫升杨梅酒的仅杨梅鲜果的成本就
是 50元，再加上生产厂房、设备，人力成本、陈
酿 5年的成本、基本的包装费用、批发价、经销
商的价格，各种税费等等。范记酒庄杨梅酒
的利润，基本上控制在 10%左右。

说起范记酒庄杨梅酒的包装，可谓“拙
劣”：普通的标准 750毫升果酒瓶，贴上标签，用
一个可装 2支酒的环保袋做隔离，牛皮瓦楞纸
纸盒 6支装。老范认为：搞所谓酒文化，进行过
度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损害的还是消
费者。宣传，就是让消费者了解酒的生产过程
和内在品质；让消费者的知情权落到实处；让
消费者享受实惠。注重内在品质、用品质吸引
回头客，用口碑进行宣传，让消费者用脚投票。

一年杨梅鲜果 100 万斤，只要把老天给
予你的，接住了，不让它落在地上成为垃圾，
把它酿成酒，延长产业链，变资源为经济，那
就是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自己。老范认
为：亲朋好友聚会，举杯言欢，用上价格实
惠、高品质果酒。范记酒庄用“拙价”，来换
取消费者的付出（金钱），这种交易，公平、对
等、实诚。老范说，自己一辈子，创造了一个
让人愉悦的产品，并且得到认可，也是人生
快事一件。

青山韵味沉杯底 瘦地果酿以拙成
——老范的诗酒人生

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被称为“自孔孟之后第一人”。其《拙赋》中的
“拙”，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代表真诚谦虚，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代表愚蠢。或
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九江范记酒庄的
老范，也自称为“拙人”，还称自己所种的杨梅树是“拙树”；称自己用杨梅鲜
果酿造的酒是“拙酒”，说自己给酒定的价是“拙价”。为这一个“拙”字，老范
坚守了 23 年。现在的范记酒庄，他所申报的材料，已经通过专家评审，即将
成为江西省老字号。

省文联开展文艺家下基层活动
姚小平书法讲座在浔举行

11 月 28 日下午，九江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
席，来自九江市各个行业的 50 余名书法爱好者齐聚一
堂，认真聆听中国书协会员、江西省书协常务理事、江
西省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姚小平先生关于行书书法临
习、创作的知识讲座。这是“万名文艺家下基层”——
江西省文联系统开展的“名家讲堂”“文艺轻骑兵”进入
九江市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动。

此次活动由崔廷瑶名家工作室、九江市书协、九江
美术馆共同协办。姚小平先生以《行书书法辅导》为
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行书的历史渊源、代表书家、经
典作品以及学习方法等，并结合自身临创心得和投稿
参展经验，现场解答听众疑问，让听众对行书书法学习
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受到大家的欢迎与好评。

据悉，“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活动，每年在江西省100
个县（市、区）举办“江西文艺·名家讲堂”和“文艺轻骑
兵”活动，分别不少于 100 场志愿演出或文艺普及服
务。活动旨在发挥文联的组织优势，引导广大文艺工作
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
心、用精品奉献人民。

（王明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