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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建一批名人美术馆

8 月 11 日，由南昌市文联组织的傅抱
石艺术馆推进工作座谈会将在南昌市青云
谱区举行，与会专家围绕傅抱石艺术馆的
项目推进情况及陈展内容、风格特色等进
行研讨。

据悉，南昌市将傅抱石艺术馆定位为
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傅抱石书画艺术
的重要基地和南昌市乃至江西省对外文化
交流的重要窗口。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向阳是傅抱
石艺术馆策展团队成员之一。7月 29日，
南昌举办了傅抱石艺术馆策展团队聘任仪
式，聘请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担任总顾
问，省内评论家以及傅抱石女儿傅益瑶等
名家担任策展团队成员。该名家团队为推
进傅抱石艺术馆的建设提供强大学术与智
力支撑。记者了解到，该团队正紧锣密鼓
整理傅抱石在南昌的相关文献。“主要搜集
傅抱石整个艺术生涯的相关素材。由于他
在南昌的相关素材并不多，我们鼓励社会
捐赠。”王向阳说。据悉，策展团队将持续
与傅抱石先生的后人和家属沟通。

此外，一批以我省国画名家命名的美
术馆也相继完成选址工作，其中蔡超美术
馆、游新民美术馆均设址在以八大山人为
文化核心的梅湖—象湖文化旅游区。黄本
贵美术馆也在快马加鞭推进中。7 月 29
日，黄本贵后人将其父 150 幅精品画作捐
赠给南昌市东湖区。这些画作涵盖黄本贵
创作的方方面面。

记者从省美协了解到，南昌市推行的
美术馆建设，现阶段主要以国画为主，未来
还将协调推进油画、漆画等其他画种美术
馆建设。

■ 注重豫章文脉的传承

8 月 8 日，百花洲畔，青年艺术爱好者
李项丰第三次走进了2020年9月29日已开
馆的梁书美术馆。“从来没有这么详细地了
解过梁书，之前也没有看过他的真迹，现在
终于有机会走近这位艺术家。”项丰说：“我

觉得南昌挖掘这些文化资源特别有意义，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观摩到大师作品。”

梁书早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
画系，师从刘海粟、黄宾虹、潘天寿等一代
名家，被誉为“国画井冈第一人”。梁书美
术馆馆长张毅表示，开馆以来，他感觉到越
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这里，不仅经常能见

到老面孔，还有一批批青少年的研学活动

在馆里举行。这让他切身感受到做美术馆

的意义。

记者在采访中真切地感受到，南昌在

推动“文化之城”建设的同时，尤其注重

豫章文脉传承与弘扬。南昌美术历史上

出现很多标杆性的人物，比如八大山人、

陶博吾、傅抱石、黄秋园等，他们都是赣

鄱文化的精神富矿。黄本贵、吴齐、蔡

超、游新民等是现当代艺术名家的代表。

有文化专家表示，南昌目前不遗余力挖掘

豫章文化，推动名家美术馆建设，得到江

西艺术界普遍认可，具有一定的前瞻视野

和创新意义。

为了更好地传承豫章文脉，一批艺术

家紧锣密鼓地为即将新建的美术馆创作全

新的艺术作品。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游新民就是其中之一。据悉，他正在为新
建的游新民美术馆创作“豫章十景”系列作
品。“豫章十景”是指南昌市的十处特色自
然、人文风景，包括西山积翠、洪崖丹井、
铁柱仙踪、南浦飞云、滕阁秋风、章江晓渡、
龙沙夕照、徐庭烟柳、东湖夜月、苏圃春蔬。

■“公办民助”发展模式受青睐

南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为推进
“文化之城”建设，南昌市在全省率先出台
《南昌市非国有博物馆扶持办法》，拿出“真

金白银”对非国有博物馆、非国有美术馆等
进行奖励扶持。

“《办法》实施两年多来，南昌市财政共

发放非国有博物馆馆舍建设扶持资金2677
万元，展陈提升、免费开放扶持资金 295.5
万元。”南昌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处相关负

责人说。近年来，南昌市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文化之城”建设，通过“公办民助”模式

推动了美术馆事业发展。

梁书美术馆作为东湖区第一家“公办

民助”美术馆，采取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办

馆模式，通过南昌市政府“一对一帮扶”机

制，指导该馆策划精品展览、开展社会教

育、研发文创产品等服务，成为“公办民助”
办馆成功案例。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
了这座仿古小楼。在社交平台上，梁书美
术馆成为南昌的“网红打卡地”。

在艾溪湖畔，我省最大的民间美术馆

——八零油画学社，聚集了一批优秀 80后

画家。该馆策展团队在政府的激励、引导

下，注重策划青年艺术家精品画展，逐渐成

为全国油画界的一股新力量。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学术性、公益性的

艺术机构，会定期举行画展，为公众带来美

育熏陶，助力南昌‘文化之城’建设。”八零

油画学社社长韦宇朋说。

如今，在政策红利的助推之下，南昌的

美术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良

好局面。

随着更多新建美术馆在南昌的拔地

而起，如何将这些美术馆“做大做强”，

王向阳认为，要充分利用名人影响力把

场馆“盘活”起来，定期举办展览活动，

为省内外游客提供更多优质的文化产
品，为南昌“文化之城”建设注入新的生
机和活力。

8 月 7 日，立秋，正是荷花满池时。走
进南昌县黄马乡罗渡村，荷花竞相绽放，接
天莲叶、映日荷花，美不胜收。

“我们流转了 300 多亩土地用于种植
富硒白莲。”罗渡村党总支书记万小平说，
村里采取“旅游+产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依托富硒白莲花发展乡村旅游，同时与
食品公司签订合同，莲子由企业收购，带动
农户增收，为全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眼下，正值莲蓬采摘期，白莲基地吸引
了不少游客来采摘购买。富硒白莲产业基
地负责人黄标介绍，“今年莲子长势喜人，
价钱也比往年高了五六元钱一公斤，参与
富硒白莲种植的农户，人均一年能增收
1500元钱。”村民许茶花告诉记者，以前这
个时候在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如今村里
有了富硒白莲产业基地，在家门口就可以
实现就业，生活越来越红火。

富硒白莲基地是罗渡村发展文旅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罗渡村紧靠白
虎岭，毗邻抚河支流，可谓山水环抱，发展
乡村旅游极具潜力。这也是近年来该村重
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南昌县平坦少山，白虎岭不高，却是该
县第一高峰。为了利用好这一独特的旅游

资源，罗渡村在黄马乡的支持下，着力打造
了白虎岭登山道。登山道全长 805 米，登
上山顶大约需要 20 分钟，运动量不多不
少，与大众健身运动量的水平正好相匹配。

登山道建成之后，每到周末，都有很多
游客慕名来此登山游玩。拾阶而上，游客
们在沿途能欣赏到架裟岩、吼烟石等“虎岭
八景”，直抵山顶，更能尽赏抚河两岸美景
和广袤田园风光。8月7日清晨，记者登上

“昌南之巅”白虎岭，俯视山下罗渡村，一个
个自然村整齐排列，一条条环村公路纵横
交错，一座座小楼错落有致……

罗渡村还依托依山傍水的自然条件和
距国家 4A级景区凤凰沟距离近的区位优
势，开垦山地，昔日杂草丛生的 200多亩山
地变身绿色生态的苗木基地，通过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
革，推进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秀美村庄，几年前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产业单一等
原因，被列为“十三五”省级贫困村。说起
罗渡这些年的变化，村民大多会用“翻天覆
地”来形容。这个昔日土地贫瘠、房屋破
旧、村民贫穷的“贫困村”，“变身”成如今移
步换景、设施完善、村民富足的“小康村”。

“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才能为乡村振兴扫除
障碍。”万小平说，这些年村里的交通、环
境、水电、公共服务等方面都有了巨大变
化。“以前村民住的大多是砖木矮房，进出
村走的是泥巴路，路边到处是猪圈牛栏，
一到下雨天，出门一身泥。”刚嫁到罗渡村
时，朱云芬很不适应。不过，这种糟糕状
况不会再有了。罗渡村已先后建成了美
兴公路、航道东路、罗岭公路等，条条大路
通达外界。

环境好了，产业壮大了，村民们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我们村子现在越来越美了，
来这里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朱云芬
说：“这和以前的罗渡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
下。”村民黄华金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

“过去的日子过得紧巴巴，要么出去打工，
要么留在家里守着几亩田，如今村里有产
业，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不仅如此，罗渡村还引进了自来水、污
水处理系统，建立了村卫生室、综合服务中
心、多功能活动场所、文化广场、垃圾屋，并
配备了保洁员，还办起书法、绘画、体育等
兴趣班，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文旅助力乡村振兴，产业为山村带来

活力和希望。罗渡村 2017年退出贫困村，
2019年贫困户全部脱贫。罗石中曾是罗渡
村的贫困户，妻子患病多年，生活困难。村
里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对其开展有
效帮扶。“以前就种点田，靠低保维持生计，
现在村里建成了富硒白莲产业基地，我在
那里工作，收入有了保障。”谈到未来，他充
满希望。正如产业的发展，让这个山村看
到了振兴的曙光。

日前，第三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名录公布，罗渡村入选。这只是该村奔跑
在乡村振兴路上的一个脚印。该村近年来
获赞无数、荣誉不断，“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国家森林乡村”“全省文明村”……罗渡村
正朝着富裕美丽新农村阔步前行。省委组
织部选调生、黄马乡罗渡村党总支副书记
习江北表示，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将立足乡
村实际，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内生动力，在
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打造乡村旅游品牌等
方面下功夫，推动罗渡村乡村振兴。

罗渡之变，是黄马乡村之变的一个缩
影。黄马乡党委书记曾艳芳介绍，近年来
该乡实施了一批小康示范村和新农村示范
点的建设，如今的黄马乡，一批美丽乡村如
花绽放。

本版讯（李征）8月8日，笔者从省
体育局了解到，随着东京奥运会落下帷
幕，我国迎来第十三个“全民健身日”，
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华奥星空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2021年全民健身
日线上主题展示活动于8月10日正式
拉开大幕。

2021 年全民健身日线上主题展
示活动是国家体育总局 8月 8日全民
健身日开展和倡导的示范活动之一，
于 8月 8日至 9月 15日期间通过线上
形式举办。

今年的全民健身日线上主题展示
活动得到中国足球协会、中国篮球协
会、中国羽毛球协会、中国跆拳道协
会、中国空手道协会、中国棒球协会、
中国垒球协会、中国武术协会、中国老
年人体育协会、中国轮滑协会、中国拔
河协会、中国象棋协会和中国体育彩
票的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与奥运同
行”为主题，以“全民健身”微信公众号
为平台，旨在为人民群众健康生活和
居家健身需求提供“引领与示范”的交
流平台。本次活动选取了在全民健身
领域最具代表性、参与程度最广泛的
足球、篮球、跆拳道、空手道、棒球、垒
球、羽毛球、广场舞、太极拳、拔河、轮
滑、全民健身路径等 12 个体育项目，
不设专业门槛、不限表现形式，全面覆
盖中老年人群和年轻人群，男女老幼皆可参与。

参与者可按分项具体要求，拍摄视频上传到活动官网
参与活动。可通过手机端关注“全民健身”微信公众号，回
复“报名”，获取活动报名链接或者通过导航栏目进入全民
健身日线上主题展示活动官网页面进行报名，填写个人信
息完成注册，点击“报名”按钮进行报名。电脑端可登录全
民健身日线上主题展示活动官网，填写个人信息，点击“报
名”按钮进行报名。

家门口 高颜值

南昌兴起美术馆建设热潮

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白虎岭下小山村为何入选乡村旅游重点村
本报记者 龚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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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旴江医学”流派
研究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钟秋兰）近日，江西中医药大学临床
医学院教授谢强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江西传统医
学的传承、创新以及当前江西“旴江医学”流派发掘传
承的最新研究成果。

谢强是旴江医派谢氏五官科第六世传人，国家级
名中医。据谢强最新考证，“旴江医学”从西汉至民国
有医家 2016人，医学著作 815种。早在公元前西汉昭
帝时期就有浮丘公，东汉有张道陵、葛玄，东晋有葛洪，
他们率领众多弟子在江西的旴江（抚河）流域采药、制
药，给老百姓治病，开创“旴江医学”流派、“樟树药帮”

“建昌药帮”“杏林（中医药）文化”，促进了中国医学的
发展。在中国古代四大著名地方医学流派中，江西的

“旴江医学”起源于公元前的西汉，其他三大地方医学
流派皆起源于公元后。谢强介绍，抗疫期间，江西派出
两支国际医疗队支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乌兹别克
斯坦、突尼斯），将江西中医药抗疫方案带到了国外抗
疫前线，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此为雨后的井冈山市茨坪南山景区的“星火相传”主题
雕塑。雕塑以革命传承为主题，创作灵感来源于《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如今已成为井冈山一处“网红打卡地”。

本报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红色井冈
薪火相传

江西新增19个省级
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 实习生吴雅雯）8月9日，记
者获悉，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
合开展第三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名录遴选工作，
并于近日发布2021年江西省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名
录，19个村入选。

第三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入选名单为：上饶
市广信区望仙村、婺源县江湾镇汪口村、资溪县大觉山
村、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乐安县湖坪乡大湖坪村、宜
黄县陂镇陂村、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芦溪县银河镇紫
溪村、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新塘村、崇义县上堡乡水南
村、信丰县新田镇坪地山村、安义县黄洲镇茅店村、南
昌县黄马乡罗渡村、遂川县左安镇桃源村、永丰县井心
村、靖安县璪都镇港背村、新余市渝水区罗坊镇东边
村、分宜县洞村乡南村、贵溪市流口镇横路村。

我省要求，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所在设区市要
在政策、资金、市场、人才等方面加强对各村镇的支持，
发展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产业，推动乡村旅游进一步
深入发展。

全省青少年体操
锦标赛落幕

本报讯 （李征 实习生王媛）近日，奔跑吧·赣鄱
少年“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江西省青少年体操锦
标赛圆满落幕。本次赛事由江西省体育局、江西省教
育厅主办，江西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上饶市体育局、
婺源县人民政府承办。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九江、南昌、萍乡、新余、上饶5
个设区市代表队的 96名青少年体操精英参赛。项目
设有男女甲、乙、丙、丁四个组别。赛场上，小运动员
们一个个身手不凡，既发挥了应有的竞赛水平，又展
示了青少年运动员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和顽强拼搏
的体育精神。最终新余市代表队以团体总分 2165.2
分高居榜首，九江市代表队、萍乡市代表队分列第
二。上饶市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8月9日，南昌市孺子路67号的吴齐美术馆项目施工现场，呈现一派热火
朝天的建设景象。这个规划已久、年内将建成的美术馆，将成为英雄城南昌
市民家门口的又一个享受艺术之美的好去处。

为打造“文化之城”，南昌酝酿推出一批高水平的美术馆，一个个家门口
的艺术地标正由图纸规划变成落地项目。记者了解到，目前除了吴齐美术
馆，南昌的傅抱石艺术馆、蔡超美术馆、游新民美术馆、黄本贵美术馆、燕鸣美
术馆、孙伟雕塑艺术馆等一批美术馆有的确定选址，有的正如火如荼建设。
省文化和旅游厅的一位专家称，英雄城一批“高颜值”的艺术馆呼之欲出。

青少年在梁书美术馆参观。 钟秋兰摄

陈烨芝 本报记者 钟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