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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新风

4 月 24 日，“中国戏剧摇
篮”宜宾市江安县举办了国立
剧专先辈余上沅、曹禺、张定和
珍贵手迹捐赠仪式。59件与江
安国立剧专相关的照片、书信、
手迹原件等珍品将被国立剧专
史料江安陈列馆收藏。

重返母校校友带回珍宝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珍品

包括由剧专校友张定和先生的
女儿张以童女士捐赠的张定和
亲笔手稿乐谱二十件；程忠德先
生代冯景绳先生捐赠剧专校友
冯枫所属剧专史料五件；剧专校
友廖渝生女士捐赠剧专校友书
信七封；李子林女士捐赠剧专五
届校友丁庭富所属照片资料等。

“回忆起那段历史，我的心
里是非常激动的。”校友李乃忱
夫妇在捐赠仪式上非常激动。
当天，他们捐赠了余上沅书信
原件、曹禺题词原件、剧专校友
活动相册。

“许多著名文艺家、戏剧家
以及各省文艺团体的骨干，多出
自国立剧专，好多都在江安的文
庙里读书学习，受过培训。”李乃
忱的妻子李侍琴说，看到国立剧
专校址的恢复修建，参观了剧专
史料陈列馆的展览和馆藏，她很
兴奋，也很自豪。

文化传承保护文物是核心
捐赠仪式上，来自江安的

代表们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
地从校友和校友子女手上接过
这些宝贝，并表示一定好好守
护传承。

出席捐赠仪式的江安县领
导对剧专校友和校友子女的无
私慷慨捐赠表示感谢，并称，余
上沅、曹禺、张定和等老一辈艺
术家的珍贵手迹承载着剧专的
历史、剧专的文化、剧专的精
神。这些珍贵手迹不仅仅丰富
了国立剧专江安旧址的馆藏史

料，更是丰富了江安国立剧专
文化的精神内涵。

“件件都是宝贝，保护是我
们的核心。我们会按照文物保
护的条件和要求，用现代化方
式，好好保护，并发扬光大。”国
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馆长张
毅说，这些文物中，余上沅的这
封书信原件非常珍贵，这是一封
他写给学生王新盘的信，信里提
到了戏剧与人生，戏剧与抗战，
戏剧与学习的态度等内容，这对
研究国立剧专的历史和戏剧文
化都提供了很珍贵的史料。

广思集益发扬剧专文化
据介绍，国立剧专在江安

这段时期，是其发展史上最艰
难，最关键的黄金时期，是师生
创作和演出最活跃的时期，是
剧专培养人才最多的时期，也
是学校生活最丰富的时期。

剧专在江安的六年中，结
合戏剧教学，先后公演了《凤凰
城》《正气歌》《岳飞》《流亡三
步曲》《雷雨》《日出》《北京人》

《蜕变》《家》《塞上风云》《清官
外史》《哈姆雷特》《伪君子》

《野鸭》等中外有名话剧、歌剧
以及街头剧、杂技、木偶戏200
多个剧目，其中《哈姆雷特》

《家》《北京人》《蜕变》等是在
我国首次上演。为配合抗日宣
传，还举办了二期抗战戏剧短
训班，给江安播下了戏剧艺术
种子，启迪了民智，开拓了视
野。提高江安人民的艺术欣赏
水平。

下一步，江安县将以此次
捐赠仪式和座谈会为契机，认
真归纳吸收各界良好建议，进
一步挖掘和打造剧专文化品
牌，大力弘扬和发展剧专文化，
努力把江安建设成为名副其实
的“中国戏剧摇篮”。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田富
友 伍雪梅 摄影报道

“中国戏剧摇篮”江安国立剧专
获赠余上沅、曹禺、张定和珍贵手迹

“我以前种植过西瓜、葡
萄、花生等，还养过鸭，但是都
没有种油樟那么稳定，也没那
么省心。”4月13日，记者来到
宜宾市宜宾县古柏镇丰富村，
村民伍正山正忙着扫油樟叶。

伍正山口中的油樟，是宜
宾县林业主导产业之一，也是
广大村民的“摇钱树”。该县是
油樟的原生资源地，素有“全国
天然油樟植物园”美誉，樟油产
量占全国70%以上，是全国保存
和发展最好的天然香料油源基
地之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该县通过新建基地、补植
树苗、政策引导农户种植等方
式，目前，全县油樟林基地达32
万亩，年产樟油1万余吨，综合
产值达14.8亿元。

油樟落叶变成钱
村民增收笑颜开

古柏镇丰富村以发展油樟
为主要产业，该村幅员6平方公
里，基本实现了油樟种植全覆
盖。由于土壤适宜，该村油樟
出油率最高达4%，即100斤油
樟叶能熬4斤樟油。

伍正山告诉记者，他家一
共种植了30余亩油樟，去年产
油约 1400 斤，市场价约 60 元/
斤，去年他家仅卖樟油就收入8
万余元。

“种油樟非常省心，只需要
把落叶扫起来熬油就可以，平
时除了为油樟树施肥和除草，

几乎不用其它管护。如果觉得
价格不满意，可以把樟油暂时
存起来，两三年也不会变质。”

令伍正山很欣慰的是，他同
时还用油樟种子育苗，苗子一株
能卖四五元。去年，他育5亩地
的油樟苗，收入10万元左右。

伍正山并非个案。该村80
多岁的老人薛光友，在自己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扫油樟
叶熬油，去年也收入一万多元。

丰富村党支部书记伍万明
坦言，油樟种植兼顾了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随着樟油价格的
不断上涨，村民种植油樟树的积
极性越来越高，全村人均收入
12800 余元，已实现了全村脱
贫，而村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多措并举出实招
做强品牌再发力

“樟油主要成分是桉叶油，
国际市场每年需求 4000 吨桉
叶 油 素 ，而 全 世 界 产 量 不 足
2400 吨，我国仅占 600 吨。全
球樟油需求量超过2万吨，目前
产量仅 1 万余吨。”宜宾县林业
局高级工程师王恩平坦言，樟
油的市场潜力巨大。

樟油发展前景乐观，而做
强油樟品牌，宜宾县具有坚实
的产业基础。宜宾县油樟出油
率高，油质好，在国际市场属免
检产品。宜宾油樟的樟叶含油
率高达 3.8%-4.5%，其油樟油
含桉叶油素达58.55%,比广东、

江西等樟油含桉叶油素（平均
23%）高 1.6 倍。2017 年，中国
经济林协会授予宜宾县“油樟
名县”称号，宜宾油樟成功申请
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宜宾县油樟产业基地被评为全
省首批林业“双创”示范基地，
同时，宜宾县油樟获批“中国特
色农产品（油樟）优势区”，成为
是全国8个林产品之一。

目前，该县在建现代林业
产业基地上下足功夫，新建500
亩油樟种质资源基因库，100亩
油樟良种组培繁育圃，年产油
樟组培苗 100 万株，建有全国
唯一的“天然油樟母本园”325
亩，选留了油樟母树 6500 多
株。每年新造1万亩以上，低改
丰产培育 2 万亩以上，到 2020
年将达 35 万亩以上。同时，该
县加强院校合作，与上海交通
大学农林生物学院和省林科院
已签订合作协议。

在精深加工方面，该县依
托中国林科院林化所组建油樟
产业技术研究院，深度研发樟
油终端产品，延长产业链条，提
高樟油的附加值。“我们引进了
宸煜林业、川汇香料等企业，生
产桉叶油、桉叶素、日化洗涤、
医药中间体等主导产品；与台
湾企业雨利行合作‘樟之宜’日
用化工产品已投放市场，预计
投产后实现年产值10亿元。”王
恩平如是说。

张玉婧 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 伍雪梅

做强油樟品牌助推乡村振兴

近日，宜宾市鲁家园幼儿
园学前教育集团联合宜宾市
翠屏区早教服务中心开展了

“阳光宝贝，智慧家庭”早教大
篷车送教下乡活动。活动开
始，鲁幼集团龙头园园长陈彬
在致辞中说：“专业团队，公益
服务，鲁幼集团一直致力于帮
助集团所处农村婴幼儿家庭
树立科学的早教意识，普及科
学早教知识，提高家庭早教水
平。希望我们的坚持能让孩
子健康快乐成长。”

活动中，思坡镇卫生院妇
幼保健院医师张和平女士，针
对鲁幼集团教师前期调查征
集的十个育儿问题，进行了现
场有奖问答。在抢答环节中，
现场家长们或积极参与，或凝
神静听，收获满满。

“我要努力做一名负责、民
主、智慧的家长！”亲子律动操
环节，在四位老师的带领下，台
下的家长和孩子通过肢体动作

互相传递爱意，通过与孩子抱
一抱、亲一亲增进亲子情感，现
场孩子和家长脸上都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彩虹伞游戏更是将孩子
和家长的兴致推向了另一个
高潮，让孩子通过游戏体验与
父母、同伴间的合作。分区域
亲子游戏中，家长们带着孩子
自由地选择喜欢的游戏区域
进行活动，孩子们在家长的陪
伴下动手动脑完成每个游戏
项目，现场充满了浓浓的温
情。

据了解，“早教大篷车”下
乡服务鲁幼集团内所处农村婴
幼儿家庭已有三个年头，已成
为鲁家园幼儿园的特色活动之
一。“早教大篷车”为乡镇居民
带去了科学的育儿知识，使家
长们能够就近、便捷地享受公
益性早教指导服务。

李佩妍 张会芳 华西城市
读本记者 伍雪梅 摄影报道

宜宾鲁幼集团“早教大篷车”
下乡送温暖

捐赠仪式。

余上沅亲笔书信原件。

曹禺题词原件。

珍贵照片和校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