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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商务局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数据
显示：本周，11大类必需品价格，与上周相
比 9涨 2跌。重点监测的 40种生活必需品
中，26种商品价格上涨，占 65%；13种商品
价格下跌，占 32.5%；1种商品价格持平，占
2.5%。具体表现如下：

粮油价格双双小幅上涨。粮食零售
价 格 综 合 指 数 为 6.63，较 上 周 上 涨
3.76%。其中小包装大米均价为 6.35 元/
公斤，较上周上涨 3.25%；小包装面粉均价
为 7.28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4.75%。桶装
食用油零售价格综合指数为 14.48，较上
周上涨 1.54%。其中大豆油 9.63 元/升，较
上周下降 3.51%；花生油 20.56 元/升，较上
周上涨 2.34%；菜籽油 13.81 元/升，较上周
下跌 0.58%；调和油 13.92 元/升，较上周下
降6.58%。

肉类价格微涨。精 瘦 肉 零 售 价 为

50.54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0.22%。预计
后期市场猪肉零售价格或将保持平稳。

禽类、鸡蛋价格略涨。白条鸡零售价
为 23.4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0.65%；鸡蛋
零售均价为 17.07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6.69%。禽、蛋类市场长期供需平衡，预计
后期禽、蛋类价格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水产品批发价格微跌。本周水产品
批发价格综合指数为 6.56，较上周下跌
0.15% 。 其 中 ，鲤 鱼 下 跌 1.41% 、鲢 鱼 涨
1.74%、草鱼与上周持平、鲫鱼较上周下跌
0.25%。

水果批发价格微涨。本周水果批发
价格综合指数为 4.4，较上周上涨 0.92%。
其中，苹果较上周下跌 2.75%；香蕉、梨、
西瓜较上周上涨 2.86%、6.25%、5.26%。三
伏已过，酷暑渐消，水果开始出现季节性
变化，预计后期时令水果价格将保持一定

波动。
食糖与食盐价格一涨一跌。本周食

糖零售均价为 12.5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8.79%；食盐零售均价为 4.8 元/公斤，较上
周下跌1.03%。

奶制品零售价格有所上涨。本周奶
制品零售价格综合指数为 154.3，较上周
下跌 12.71%。其中，酸奶、国外品牌婴幼
儿奶、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成人奶粉价
格分别较上周上涨 9.44%、23.25%、6.88%、
1.37%。由于国内外奶牛存栏量减少，奶
源价格出现周期性上涨，预计后期奶制品

零售价格或将上涨。
蔬菜农贸市场价格小幅上涨。本周

我市蔬菜农贸市场价格综合指数为 8.47，
周环比上涨 4.96%。监测的 17 个蔬菜品
种，呈10涨7降。其中油菜、芹菜、生菜、西
红柿、黄瓜、茄子、辣椒、青椒、豆角、冬瓜
价 格 较 上 周 分 别 上 涨 17.65% 、12.66% 、
7.19% 、12.61% 、11.49% 、12.08% 、8.12% 、
3.7%、25%、5.08%；圆白菜、大白菜、白萝
卜、土豆、洋葱、生姜、苦瓜价格较上周分
别 下 跌 5.12% 、12.32% 、10.97% 、4.67% 、
7.6%、8.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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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
者 张倩）很多人都知道，《庐山
恋》已在庐山放映了 2万余场，
获得了“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
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可又有多少人知道，
《庐山恋》1980年 7月 12日首映，
半年之后，一对夫妻，站在银幕
的背后放映《庐山恋》39年。他
们，既守护着一部中国电影的传
世之作，也成就了一段至真至美
的浪漫爱情。39年来，杨霖和吴
惠夫妻俩演绎了一场真正意义
上的“庐山恋”，在当地传为佳
话。

1981年，20岁的杨霖和吴惠
先后被分配到庐山东谷电影院工
作，同在一个组专门负责放映《庐
山恋》。《庐山恋》一天天放映着，
整天“笼罩”在爱情氛围里的两颗
年轻的心也慢慢地靠拢了……夫
妻俩说，有两个镜头百看不厌。
影片中，张瑜对郭凯敏说出“你真
傻，傻得可爱”时大胆的神情以及
张瑜轻轻地将吻落在了郭凯敏的
脸上。虽然只轻轻地挨了一下
脸，但就是这个“新中国第一吻”，
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心灵。还有一
个镜头，郭凯敏拿小镜子站在窗
外等张瑜，他利用太阳的光线用
镜子反射引起张瑜的注意。“我们
那个年代，谈恋爱不外乎写信、打
电话，看了电影后，才突然明白，
谈恋爱也可以这么浪漫。感觉
《庐山恋》是我们这一代谈恋爱的
教材。”吴惠笑眯眯地说道。

他们一起走过电影中走过的
路，把电影里的爱情故事，活成了

浪漫的每一天。第2190场，他们
拜见了彼此的父母；第 2920场，
他们步入了婚姻殿堂；第 3902
场，他们爱情的结晶呱呱坠地
……杨霖和吴惠习惯用共同放映
的场次来记录属于他们的重要时
刻。婚后，他们的小家就安在电
影院里，与放映室中间只隔着一
条走廊。30多年来，他们每天做
着同一件事：放映《庐山恋》。天
天放映同样的电影，也会有无聊
的时候。夫妻俩常常想出各种法
子来消磨时间，最常用的就是对
台词。杨霖当郭凯敏，吴惠当张
瑜。时间长了，两人能把整部电
影台词倒背如流。

昨日，记者见到杨霖时，已是
两鬓白发的他感慨万分：“《庐山
恋》让我收获了爱人与家庭，我也
想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收
获爱情，为他们留下美好回忆。”

2011年吴惠退休后，在含饴
弄孙之余，还参加了庐山管理局
的业余京剧团，经常排练演出，生
活过得十分充实。虽然此时现代
化的放映机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但吴惠依然每晚去电影院陪伴丈
夫杨霖放电影，这已经成了她的
习惯。即便到了今天，很多来庐
山的游客，在庐山恋电影院看一
场《庐山恋》，已经成为必选项
目。他们中有新婚的情侣，有渴
望爱情的单身者，也有替父母完
成心愿的后辈……杨霖和吴惠的
婚姻生活，表面上看似平淡，但他
们的爱情故事却是现实版的《庐
山恋》，依然炽热如初，丝毫没有
老去的痕迹。

本报讯（李海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葛先虎
文/摄）9月14日下午，由九江日报社、九江市体育
总会、九江市秧歌协会、九江联泰地产主办的“联
泰·万泰城2020广场舞大赛”德安站比赛，在德安
县义峰山公园举行，10支队伍参加了选拔赛。

东风社区秧歌队、凌飞舞队、金环舞队等参
赛队伍带来了《梅里爱的见证》《出征出征》《东方
红》等舞蹈。德安站参赛队伍实力较强，其中有
队伍曾经参加过北京首都广场舞比赛。

比赛前，冠名方联泰·万泰城工作人员，赶到
现场为观众派发小礼品。本次大赛赞助商，长城
欧拉汽车九江腾普4S店总经理王宗军驾驶新款长
城欧拉新能源汽车，赶到现场，祝贺德安站比赛成
功。作为全民健身运动和广泛普及的群众文化
活动，跳广场舞已经形成一种趋势和热潮。本
次比赛也将通过组织推广选拔等系列活动，把
积极向上健身健康的生活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参
与者，实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联泰·万泰城2020广场舞大赛德安站精彩纷呈

10支参赛队伍一展美丽风采

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洪永林）40年前《庐
山恋》的上映，不仅使庐山成为世人所向往的浪漫之
山、爱情名山，更是打造了电影艺术与世界名山之间
深度融合、互相推动的典范样式。9月10日，在庐山
举办的国际爱情电影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公布了与
《庐山恋》电影有关的3条爱情线路，线路上的16个景
点是电影中男女主人公“遇见、爱上、牵着”的地方，这
些景点像颗颗珍珠，散落在秀美庐山不同的风景点。

3条爱情线路一公布，就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他们有的正处于热恋之中，有的结婚多年、有的是
外地的恩爱夫妻，但是均对庐山的爱情线路“情有
独钟”。已经有几对热恋中的情侣迫不及待地到
部分景点“打卡”，留下他们美好的爱情记忆。他
们说，庐山是一座底蕴深厚的“人文圣山”。走一
下爱情线路，可以唤醒爱的记忆、体会爱的真谛、
感受爱的永恒。

成“网红”打卡点

吴惠和杨霖把电吴惠和杨霖把电
影里的爱情故事影里的爱情故事，，活活
成了浪漫的每一天成了浪漫的每一天。。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是《庐山恋》

他们放映了 年39一部爱情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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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陈沽玥）万
众瞩目的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最后“节目单”
昨日敲定，别具一格的开启仪式，精彩纷呈的
三大论坛，18部中外经典爱情电影，60对恩爱
夫妻重温浪漫，让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值得
你我共同期待。

9月 20日，在庐山牯岭街心公园，著名歌
星毛阿敏将演唱她特地为本届电影周创作的
歌典《我在庐山等你》，拉开启动仪式的序
幕。50余位影视界大咖将依次走过银灰色的
星光大道，与嘉宾、观众和游客、粉丝，共同品
味庐山的悠久历史、悠长文脉、悠远山川、悠
闲生活。著名导演尹力、高希希，深受观众喜
爱的演员张天爱、杜江、霍思燕将出现在启动
仪式现场。陈凯歌陈红夫妇，邓超孙俪夫妇，
郭凯敏以及《伦敦陷落》《变形金刚》等大片制
片人都将送上云端祝福。

此次电影周的三场高规格论坛，分别是
国际华语爱情电影论坛、影视与江西文旅融
合论坛、爱情主题与浪漫庐山论坛。20日，国
际华语爱情电影论坛上，著名制片人中国电
影家协会副主席、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
将以中国爱情电影发展现状与未来发表主旨
演讲，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评委周黎明将
发表从国际视野谈国际爱情电影的变革发展
的主旨演讲，与会的著名导演和编剧还将展
开对话交流，分享创作理念、成果、经验，探讨
爱情电影创作及发展新路径。

22日，影视与江西文旅融合论坛上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将发表文旅与影视产业发展
趋势模式的主旨演讲，文旅部十三五规划特
聘专家彭中天将发表江西文旅与影视融合的
发展战略演讲、华谊兄弟实景娱乐副总裁史
芳菲将发表文旅与影视融合发展的华谊兄弟
模式，“八佰”《芳华》等电影 IP与文旅融合发
展的案例等主旨演讲，论坛上还将举行文旅
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开展“影视+文旅”深度融
合尖峰对话。

26日，庐山植物园户外草坪上将举办爱
情主题与浪漫庐山论坛。恩爱夫妻代表将分
享他们的爱情故事，为60对夫妇共同举办“庐
山为证 吾爱永恒”盛大婚典，重温婚礼幸福
时光，把电影周推向高潮。

影迷期盼的中外经典爱情电影展映节目
也最后敲定。从20日至26日，九江万达电影
城万达广场店、九江横店电影城、九江耀莱成
龙影城学院店、庐山现代影城庐阳国际影城、
庐山恋电影院等 6家电影院展映中外优秀爱
情电影18部，每部放映3场，共计54场。展映
分为“特别放映”“永恒经典”“他们唱歌，他们
跳舞，他们去爱”“为爱执着”等四个单元。值
得关注的是，9月 20日晚，全省城乡公益电影
放映点将同时放映经典电影《庐山恋》，向这
部 40年前引起轰动的经典影片致敬，为此次
爱情电影周展映喝彩。

庐山天下悠
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 5050

3 条《庐山恋》
爱情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