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以
弘扬大国工匠
精神为主题的

“样式雷纪念
馆”在南昌中
山 博 物 馆 开
馆。样式雷，
素有“一家江
西样式雷，半
部 中 国 古 建
史”美誉。该
馆全景式展现
了“样式雷”家
族 的 传 奇 经
历，呈现了中
国建筑文化的
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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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红色资源活起来

江西红色文创跨界“出圈”
□ 曾悦之

章贡区：运动让生活更美好

江西师范大学一教师
向甘祖昌干部学院捐赠国画

9月 8日，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刘双喜向
甘祖昌干部学院捐赠国画作品《不忘初心——甘祖昌将
军及夫人龚全珍》。仪式上，刘双喜介绍了创作国画的
心路历程。

3年多来，为全方位客观表现甘祖昌“将军农民”和
龚全珍老阿姨乡村教师的人物形象，刘双喜先后多次
与龚全珍老阿姨及家属沟通交流，翻阅大量资料，巧妙
地将甘祖昌回乡 29年带领乡亲们修建的将军水库、反
修桥等场景及龚全珍老阿姨阅读过的报纸、书籍等元
素融入作品中，力求把这对革命伉俪“严于律己、艰苦
奋斗、一心为民、永葆本色”的精神风范完美地呈现在
观众面前。 （李 风）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城乡居民体育锻炼的意识不断增
强，体育服务需求也日趋旺盛。

在体育事业发展中，赣州市章贡区始
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从建好体育
运动场所、办好体育赛事、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体育已成为章贡人民美
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好场馆场所，拓宽群众
运动空间

章贡区以完善体育基础设施为切入
点，重点解决运动场地不足问题，以提升体
育公共服务供给。

“为了方便群众锻炼，我们在老旧小
区、背街小巷改造中采取征收、腾退、调规
等方式，为群众腾出体育运动空间、融入体
育元素。”章贡区教体局副局长龙飞介绍，
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篮球场、羽毛球
场、乒乓球室等运动场所和设施在章贡区

随处可见，群众在15分钟内就能找到健身
锻炼场地。

章贡区高标准、高起点推进公共体育
设施建设，建设了一大批“群众看得见、用
得上”的惠民体育设施。飞龙岛休闲体育
公园、城市中央公园、章江湿地公园、飘带
公园等公园均免费向群众开放，成为市民
身边重要的健身场所。

目前，章贡区所有村（社区）均建设了
全民健身苑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4平
方米，国民体质监测达标率达94%，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37%。

办好竞技体育，提升群众
运动热情

五国拳王争霸赛、全国山地自行车比
赛、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近年来，章贡
区大力举办竞技体育赛事，以提升群众的
运动热情。

坐落在章贡区钨都大道的章江游泳
馆，馆内不仅有比赛池、训练池和儿童戏

水池，还有淋浴室、更衣室、运动员休息室
等附属设施。因是恒温游泳馆，每天到此
游泳锻炼的市民络绎不绝。

“建馆7年来，承办了14次省级以上赛
事，其中国家级游泳赛事8次。”游泳馆馆长
谢启翔介绍，由于设施条件完备，加上这里
承办过不少国家级赛事，章贡区市民喜欢
到这里来运动。除了比赛、换水、维修维护
期间，游泳场馆对外开放，年接待市民近
10万人次。

章贡区还在体教深度融合中推进体育
竞技，让全区中小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实现
身体的全面发展。该区从全区中小学生参
与度高的体育项目中选择比赛项目，打造
了足球、篮球、游泳、乒乓球等 8个类别的
全区性中小学生赛事。

当地还按照“一校一品”、“一校多
品”的发展思路，整合原体育传统项目学
校和体育特色学校，努力走“名校办名
队”体教融合发展之路。目前，已打造全
国青少年校园篮球、足球、花样跳绳、网
球、啦啦操、射击、摔跤等特色学校 24

所，省级体育特色学校 2所。

撬动社会资本，激发产业
发展活力

章江足球主题公园是章贡区引入社会
资本打造的体育平台。

“场地费450元，每次能踢2小时，平均
下来每人只需掏 20多元。”赣州足球打铁
俱乐部的成员朱仕栋介绍，每周三是俱乐
部的活动日，提前一天预订场地就能到这
里踢球，很方便，也很实惠。

公园内球场每天上午免费开放，下午
和晚上收费开放，成为附近居民参加足球
运动的首选地。“投入运营3年多，主要提供
足球赛事承接、场地租赁、青少年足球培训
等服务，每年营业额240余万元。”公园负责
人王琪介绍，每天接待市民300人次左右。

近 年 来 ，章 贡 区 先 后 打 造 了 赣 坊
1969 创意园、宋城 1 号等体育平台。除
了打造体育平台，该区还通过动员社会
力量，引进了滑冰、射箭、蹦床、泰拳、攀
岩、卡丁车、轮滑、平衡车等一批体验式
休闲体育项目；同时，抓好“体育+旅游”
融合发展，以户外旅游活动推动体育运
动健身，峰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日均登山
运动达 5000人次。 （王 潍）

刘双喜副教授向甘祖昌干部学院捐赠国画。 张梦研摄

湾里举办中秋云端音乐会
9月20日至9月21日，南昌·湾里中秋云端音乐会将

在高路入云端景区启幕。除了美妙的音乐，现场还有很
多娱乐和惠民美食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中秋食趣、玩味云端”为主题，
每场活动规模限流 100人，采取线上直播、线下活动形式
举办。内容主要有展示活动、文化类活动、直播活动和
促消活动等。其中在中秋云端月饼赏月体验活动展示
区，主办方拟定制超大尺寸月饼，图案辅以湾里地标图
案，供现场嘉宾品尝。利用高路入云端观景台区域，搭
建 1 个特色中秋云端月饼赏月体验活动展位，运用“中
秋食趣、玩味云端”主视觉进行造型装饰，体现“中秋云
端赏月会”美食活动的浓厚氛围。同时，现场还将搭建
湾里美食冷餐餐台展示，游客凭券自助拿取美食享用。
此外，同步开展的“湾里中秋记忆”亲子帐篷涂鸦互动活
动，将吸引不少家庭游。 （熊明琥）

靖安代表队获第十四届
全运会太极拳决赛铜奖

日前，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启动
仪式在陕西省西安市曲江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代表江西
省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展演太极拳决赛的靖安县太
极拳代表队，在城市街道（社区）组八法五步太极拳（集
体）项目决赛中荣获第三名。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分为广
场舞、广播体操、健身气功、太极拳4个大项，全部采取“线
上参赛、线下评审”的方式进行，最终评出各类奖项。这也
是全运会首次设立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 （张 婷）

红色题材采茶戏
《泣血红印》遂川上演

日前，由遂川县采茶剧团创作的红色历史题材小戏
《泣血红印》在遂川县文化艺术中心上演。该戏取材于
真实的革命历史事件。近年来，遂川县通过地方戏等艺
术形式深挖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2019年，该县采
茶剧团和江西省京剧团共同打造了以英雄母亲张龙秀
为原型的现代京剧《碧血慈云》，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巡
演，颇受各界好评。

“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换来
的。我们应该深深铭记，并学习他们这种精神。”瑶厦中
学学生陈佳依说。

遂川县采茶剧团团长郭玲介绍，地方戏通俗易懂，
通过表演的形式展现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更能够在
潜移默化中传播弘扬正确的党史观，让观众深受触动
和教育。 （李书哲）

省作协举办网络作家
主题培训研讨班

为引导江西网络作家学党史、知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队伍职业道德建设，团结引领
广大网络文学工作者自觉履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9月 7日至 10日，由省作协主办、江西干部学院承办
的 2021年江西网络作家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培训研讨班
暨第三期江西网络文学培训研讨班在井冈山举办。省
作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李小军，江西干部学院院长李
泉，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兼组联部主任曾清生，井冈山
市文联主席刘征谊等出席活动。来自江西各地的 30名
网络文学从业者参加。

开班式上，有关领导为培训班授班旗，网络作家
净无痕、纯风一度代表学员接班旗。培训期间，学员
开展了红色团建活动，并前往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缅怀先烈，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召开江西网络作协
筹备工作座谈会，就省网络作协筹备等事宜进行了
讨论。 （李芬芬）

● 夺金摘银
文创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近日，以“地域特色 文旅融合 创新
发展”为主题的 2021中国特色旅游商品
大赛在四川举行。我省选送的文创商品
获得 5金 9银 7铜的佳绩，金奖数量排名
全国第六。其中，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制作的红色文创产品——“意气风发
小夜灯”获得了该大赛铜奖。

“我馆文创产品累计获全国、省市各
项荣誉 40 余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营销科科长郝仕强介绍，近年来，南昌八
一起义纪念馆先后打造了近 30 种有文
化、有创意、有趣味、有温度的“红色经
典”系列文创产品。

“兵娃娃系列”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推出的一款人物形象 IP产品，仿照当
年南昌起义军的外形、服饰，艺术地展示
了起义军风采人物形象。“目前，‘兵娃娃
系列’成为爆款产品，这个 IP很受欢迎。”
郝仕强说。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釉上粉彩陶
瓷茶具是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推出的一套文创产品。作品将新四军
战斗题材与江西瓷器特色相结合，以新
四军芦苇荡游击战为主要内容，生动地
将一个红色经典故事呈现在这套文创
产品中。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创新形式，让更

多年轻人把‘红色故事’带回家。”南昌
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宣传科科长崔
怡雯说。

早在 2016 年，瑞金博物馆被国家
文物局列为全国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
点单位。依托文创产品这一载体实现

“把博物馆带回家”的服务理念，使更
多的人通过红色文创产品来了解苏区
红色文化。

近年来，我省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
和历史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文
化创意产品，助推文化强省建设，为我省
文旅事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 从无到有
红色文创产业方兴未艾

从一开始的空白，到如今的试水探
索，我省红色文创产品从无到有，文化创
意产业充满朝气和活力。

“目前的合作业务中，有一半都是红
色文创的开发。”中文传媒旗下江西红星
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文创事业部负责
人沈瑜瑾介绍，当前，越来越多的景区、
博物馆重视文创产品开发，尤其是今年，
红色文创“定制”更加火爆。目前，该企
业开发红色文创种类有200余种。

红色文创“走红”的背后，是创意
产业的活跃。在井冈山，一个集合红
色文创、国潮产品等创意商品展示基

地——天工开物坊正进入装修阶段，
营业面积达 460 平方米。目前，江西新
华发行集团正在对天工开物坊二期工
程进行场馆布置。

据江西新华发行集团赖跃进介绍，
未来，将利用井冈山红色资源优势和旅
游优势，开发和陈展更多的红色文创产
品，努力将天工开物坊打造成为网红打
卡地。

我省是红色资源大省，丰富的红色
文化资源也吸引了国内领先互联网公司
的目光。今年 6 月，得物 App 创始人兼
CEO 杨冰带领公司党员代表到井冈山
进行红色研学并推进井冈山红色文创产
品登陆得物电商平台公司。此外，得物
还为井冈山红色文创开通专页，受到百
万网友围观。

“2021年第二届国潮设计大赛中，我
们特别引入了井冈山红色文化作为设计
元素，以设计大赛的形式加强对年轻用
户的价值引领。”得物 APP、高级副总裁
丁志雄介绍，目前相关设计作品已经进
入产品孵化阶段，今年秋季会在得物
App进行全球首发。

据悉，得物APP还计划在江西推动
红色场馆与国潮品牌合作，将红色文化
与潮流文化相结合，跨界赋能，让红色文
创更贴合年轻群体的审美和喜好，以多
元化、潮流化的创意灵感多角度展现江
西红色文化底蕴。

● 跨界赋能
把“红色故事”带回家

当前，我省红色文创发展蒸蒸日
上。有专家指出，文创开发如何打通“文
博圈”和“设计界”，依然任重道远。

如何让打造消费者喜爱的红色文创
产品，南昌航空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张
敏支招，目前，红色文创产品“定制化”模
式居多，可以联合多个单位、学校等跨界
合作。

得物APP、高级副总裁丁志雄认为，
红色文创产品的打造需要运用市场机制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设计研发、生产、经营
等过程。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助力红色
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科技的
进步为红色文创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
渠道。不少景区借助数字技术与红色文
创产品相结合，加强了红色文创的体验
感。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红色文创
产品中加入 AR 技术，增强了文创本身
的互动性、体验性；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
陈列馆还借助抖音、微信等平台给红色
文创产品带节奏，大大拓展了文创产品

“曝光率”。
利好政策也呼之欲出。2021 年 8

月，中宣部、文旅部等 8部委共同颁布了
《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鼓励文化文物
单位依托馆藏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工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从线上到线下，挖掘红色 IP，我省红
色文创发展渐成气候。红色文创产品与
旅游深度融合，在科技引领之下，红色文
创正跨界“出圈”，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
把“红色故事”带回家。

井冈山“初心系列”渔夫帽、八一起义卡通“兵娃娃”“军旗升起——书立套装”、星火燎原红色徽
章……一件件体现江西红色元素的文创产品在我省各大景区、博物馆一经亮相便圈粉无数。近年来，
我省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运用文化创意赋能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一批批优
秀的红色文创产品不仅为旅游带来新机遇，也让无数喜欢文创产品的游客把“红色故事”带回家。

““ 样 式 雷样 式 雷 ””纪 念 馆 来 了纪 念 馆 来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