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视 线■ 责任编辑 罗云羽 刘 潇 美术编辑 刘济海

2021年6月10日 星期四 JIANGXI DAILY

4 月，江西米粉统一标志正式发布；6
月 11日至 15日，第一届中国米粉节将在南
昌举行。今年以来，围绕江西米粉的一系
列动作频频亮相。

米粉，江西人的一碗乡愁

对许多江西人来说，每一个早晨，从一
碗冒着烟火气的米粉开始。

在上饶市信州区，一家开了近三十年的
早餐店，每天食客络绎不绝，大部分都是周
边市民，还有不少慕名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上饶仙妈米粉店店主杨俊仲说：“我们
夫妻俩对米粉是很有感情的，我们每天用
心做好米粉，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上饶
旅游做客，品尝江西米粉。”

南昌拌粉、抚州泡粉、九江炒粉、宜春
扎粉、上饶鳜鱼煮粉、赣州三鲜粉、景德镇
冷粉……不同的市县，都有自己的独特风
格。漂泊在外的赣鄱游子，无论身处何方，
记忆深处都藏着一碗米粉的乡愁。

江西米粉，传承千年。早在南宋时期，
就留下了“江西谁将米作缆，捲送银丝光可
鉴”的佳话。

然而在当下，却少有人提起江西米粉
的“江湖地位”。6月11日，随着第一届中国
米粉节在南昌开幕，江西米粉的影响力将
被重写。

小小米粉撬动百亿元产业

江西是传统米粉生产大省、消费大
省。2020 年，全省米粉产量达 140 多万吨，
有近3万家米粉餐饮门店，每天的鲜米粉消
费量超1000吨。

在会昌县的一家江西米粉重点出口企
业，工人正在生产线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一粒粒优质大米经过一道道工序，被制成
洁白的米粉，再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出口
到海外市场。

出口方面，江西米粉占中国米粉食品
出口的60%以上，市场优势明显。

江西五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永红
告诉记者，今年 1 月到 5 月，公司米粉出口
6000 吨，同比增长 21%，主要出口到英国、
德国、法国、荷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江西，既有春丝食品这类历史悠久的
米粉面条生产企业，也有不少新布局的大企
业。全球供应链企业巨头益海嘉里在江西投
资兴建了米粉专业生产供应链基地，其生产
的米粉产品覆盖全国众多知名餐饮品牌。还
有很多柳州螺蛳粉的生产企业，与江西米粉
供应链企业达成了定向采购合作。

省商务厅副厅长饶芝新表示，我省正
在重点培育 3 到 5 家年产值超 5 亿元、8 到

10 家年产值超 1 亿元的米粉龙头企业，同
时，扶持一批江西米粉品牌餐饮企业抱团
发展，共同打造百亿元米粉产业，推动江西
米粉走向全国。

助力江西米粉“破圈”扬名

对于省外的朋友来说，很多人是通过
自带“网红”属性的店铺了解南昌拌粉的。

2019年，南昌籍女星刘涛的一条微博，
将“万方圆”这个品牌带入大众视野。流
量，让一家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店创下一天
10万元的营业额。

以南昌拌粉为特色的“周真真”，短短
数年间，开出了150多家直营店铺。

“今年开始，我们先后在青岛、杭州、长
沙等地开设了分店，生意都不错，完全超出
了我们的预期。”周真真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陈式文告诉记者，进驻长沙、
武汉等饮食特色明显的城市，也曾担心会

“水土不服”，然而现实却并没有。究其原
因，陈式文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了江西米
粉和店铺的特色。

“南昌拌粉名气在外，但相较于螺蛳粉、
过桥米线等产品，江西米粉在全国还缺少有
影响力的餐饮连锁企业。”省粮油科技创新和
物资储备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工付晓如说。

除了部分“网红”米粉店在全国迅速扩
张外，不少省内企业把目光投向产品创新。

在一家龙头米粉生产企业的产品展厅
里，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近百种新研
发的米粉产品。一款最新研发的南昌拌
粉速食产品，迎合了当下轻食健康潮流，既
叫好又叫卖，成为线上“爆款”。

付晓如表示，扩大江西米粉品牌影响
力，应从多方面发力。如，深入挖掘江西米
粉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讲好江西米粉
故事；强化创新，加大研发和人才培养力
度，建立健全包括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
业标准在内的江西米粉标准体系、溯源体
系和质量监管检测体系；扶持一批米粉龙
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打造全产业链江西米
粉产业园、特色小镇、美食街等。

事实上，在提高江西米粉知名度上，江
西一直在努力。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为
做大做强江西米粉产业，我省积极举办中
国米粉节，召开米粉产业座谈会，将鳜鱼煮
粉评为赣菜“十大名菜”之一，南昌米粉和
安远三鲜粉纳入“十大名小吃”，持续打造
江西米粉品牌。

我们相信，第一届中国米粉节的举办，
不仅能给米粉生产、餐饮和电商企业提供
面对面与消费者交流的舞台，让更多消费
者了解江西米粉、品尝江西米粉，还将进一
步打响江西米粉品牌，“破圈”扬名。

▲6月8日，万载县白水乡初级中学，老师正在
指导学生包粽子。该校开展“学民俗 迎端午”主
题班会，通过讲民俗知识、包粽子、玩投壶游戏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端午节的到来。

特约通讯员 邓龙华摄

▼6月8日，南昌县富山乡纪委检查组深入
酒店、农家乐等场所，查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线索。端午节临近，富山乡组织开展专项
督查行动，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通讯员 邹花萍摄

今年 4 月，印尼乌达雅纳大学旅
游孔子学院正式揭牌，这是南昌大学
第四所海外孔子学院。截至目前，该
校已建设了法国普瓦提埃大学孔子学
院、印尼哈山努丁大学孔子学院、西班
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孔子学院、
印尼乌达雅纳大学旅游孔子学院四所

海外孔子学院，以及法国普瓦提埃大

学孔子学院下设的凯兰高中孔子课

堂、印尼哈山努丁大学孔子学院下设

的阿迪拉伊斯兰学校孔子课堂两个孔

子课堂。

这是百年南昌大学奋力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断提升国际影响

力、知名度的一个缩影；是面向国家战

略和江西产业、区域发展需求，秉承开

放办学理念、拓展合作办学路径，推进

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提升学科国际影

响力，扎实推动国际产学研用合作，提

升教育对外开放内涵的孜孜追求。

聚焦发展需求，积极开
展引才引智

作为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南

昌）的承办方之一，自 2018年起，南昌

大学已连续三届参与办会，并以此为

契机加快教育对外开放步伐，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全力打造“高层

次、实质性、可持续”的国际交流合作

新格局。

据该校国际事务部负责人介绍，

自首届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南昌）
召开后，南昌大学扎实推进会议成果
的落地落实，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努力
创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
人才制度环境，并在已有合作成果的

基础上，不断推进国际产学研用合作

新发展。

近年来，学校已从国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国内企业核心技术骨干、青年

优秀博士等层面引进 50 余名高层次

人才，组建了由材料、机电、物理、化

学、信息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60余名

优秀人才组成的科研团队。

针对江西省的产业特点和国家的

战略需求，学校从乌克兰、俄罗斯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引进一批国外专

家。同时，与武汉理工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江南

大学等部省合建对口帮扶高校签署合

作协议。

聚焦服务能力，创建国
际创新研究院

2018年，南昌大学国际材料、食品

创新研究院揭牌成立，这是学校加速

国际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创新之举，

标志着学校教育对外开放合作迈上新

征程。同年，南昌大学人工智能工业

研究院揭牌成立。

——国际材料创新研究院。南昌

大学与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建

南昌大学国际材料创新研究院；与鹰
潭市政府共建南昌大学鹰潭产教融合

研究院；与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开展战略合作，成立“南昌大学——

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西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钨及稀有金属新材料

研究中心”，突破高纯钽、铌金属电子

束熔炼与铸造技术，开发出普通钽、铌

金属溅射靶材出批量制备工艺，正开

发高纯钽、铌金属溅射靶材批量制备

工艺；承担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

司“矿物提锂制备锂盐新工艺”项目

锂渣综合利用的研究工作，实现了矿

物提锂的清洁生产，企业每年产生数

亿元的经济效益；与江西爱瑞达电瓷

电气有限公司产学研技术研发合作项

目——550KN大规格增韧轻质瓷绝缘

子核心技术与应用，综合整体技术处

于国际先进水平，该技术 2019年获江

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承担上高县荣

炭科技有限公司“高能量密度锂离子

电池复合负极材料”技术开发项目，项

目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产 1000 吨的

硅碳负极材料产能，预计为企业带来

的年利润超过 6000万元；与赣州湛海

工贸有限公司的产学研合作，实现了

“一种白色纯氧化铈的制备方法”等三

项发明专利成果转让。

——国际食品创新研究院。与鹰

潭市、崇仁县、南京农高区分别签署合

作共建协议；牵头组建江西绿色食品

产业产教融合战略联盟，并联合江西

四特集团牵头组建江西省食品精深加
工产教融合重点创新中心；与企业联
合成立“南昌大学煌上煌食品创新研
究院”“南昌大学美庐食品研究院”“南
昌大学丹霞天然色素创新研究院”“南
昌大学桂柳食品创新研究院”“南昌大
学德上药食同源创新研究院”“南昌大
学进贤粮友黑芝麻产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根据企业市场需求和生产中存
在的关键瓶颈问题在企业开展研究，
研发成果供企业直接使用，可以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其中，“南昌大学美
庐食品研究院”已获批两款特殊医学
用途食品的注册；制定瘦肉精快速检
测方法的行业标准 24项，为我国瘦肉
精的整治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工业研究院。与赣
江新区临空组团构建人工智能国际创
新研究中心，组建清控科创（南昌）创

新基地，共建国家大学科技园人工智

能分园、国家级众创空间人工智能分

园等，32 家入驻清控科创（南昌）创新

基地的科技创新型企业集中签约，并

主办了“智慧变革与数字经济”论坛；

与华为、移动、联通、电信、旷视、东华

软件、熊猫股份、优码创达、北斗研究

院等企业共建产教融合联合实验室，

其中优码创达下属的江西火眼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与研究院合作共建智能感

知与网络安全联合研究中心，已成为

服务公共安全领域产教深度融合的示

范性平台；与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等

国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保持长期

合作关系，获首批教育部“中外人文交

流经世项目”，开展“学校主体、企业主

导、留学生参与、校内实施”的“校企

校”新模式。

聚焦人才培养，拓宽联
合办学渠道

南昌大学聚焦“双一流”建设和部

省合建需求，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交流与合作，积极拓展出国留学、

中外合作培养、境外培训、境外办学等

国际化形式，全力推进学校国际合作

与交流不断深化。

目前，该校落实与乌克兰科学院

材料问题研究所、乌克兰科学院巴顿

焊接所、乌克兰国立技术大学（基辅理

工学院）的合作；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

“食品营养与功能领域创新型人才国
际合作培养项目”（2019-2021），每年
选派 5 名博士生、青年骨干教师赴加
拿大、新西兰进行培养、深造；获批国
家留学基金委“低碳节能和储能领域
创新复合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2020-2022），每年选派 5 名博士生/
硕士生赴英国、美国进行联合培养。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引进的
国外专家获批中外双导师制博士生
导师，与学校中方博士生导师共同指
导博士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引进的国外院士与鹰潭市知名企业
共同建立院士工作站；香港城市大学
副校长、法国国家技术科学院院士吕
坚教授领衔成立江西省海智计划南
昌大学工作站，开展轻质高强结构材
料研发与应用。在南昌大学与澳大
利亚 Wiley 联合创办 Food Frontiers
期刊，南昌大学等国内单位参与建设
并拥有较高的自主权。

南昌大学主要负责人表示，学校
办学的国际化，已从“走亲戚式”的国
际交流向以项目为基础、以人才为纽
带的高水平、实质性、可持续的国际
交流合作转变。今后，将充分依托国
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平台，注重国际
多元合作、国内对口合作，聚焦产业
升级和核心科技，坚持创新驱动、开
放交流，不断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发展。 （骆 辉）

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近五年国际联合发表论文1200余篇，

海外孔子学院各类班级平均年注册学员近4000人次，全球“朋友圈”越扩越大的南昌大学——

国际产学研用融合发展 教育对外开放提质增效

（图片由南昌大学党委宣传部提供）

南昌大学图书馆 南昌大学慧源楼 南昌大学润溪湖

南昌大学贝莲广场南昌大学贝莲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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