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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
个时代的风气。今日之宁波，正处
在培育新动能、厚植新优势、再创
新辉煌的关键时期。伟大事业需要
伟大精神，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成
为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先行者、先
倡者，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
建精神家园，努力创作更多优秀作
品，为时代讴歌、为发展聚力、为
人民鼓劲。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
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
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各级宣传文
化单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文化
自信融入灵魂、渗入血脉，从中华
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力量，
以鲜明的态度、充沛的激情、生动
的笔触，引导人们树立正确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宁
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脉浩荡，

文韵悠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深入挖掘传统文化
精粹，创作更多有时代特征、宁波
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更好地发挥
化人育人的作用。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
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需要是文
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随着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
活有了更多诉求，对文艺作品的质
量、品位、风格有了更高要求。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
而作。”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二为”方
向和“双百”方针，深入群众、深入生
活、深入实践，把握时代脉搏，承担
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
课题，弘扬时代精神，为人民书写、
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创造出更
多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

生，讴歌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激发
攻坚克难的干事激情、塑造独具魅
力的城市名片的精品力作，让文艺
创作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既有“高
原”又有“高峰”。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
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文艺要塑
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关键在于
培养造就一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
者。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不忘艺术初
心、时代使命、社会责任，立志为
国为民、成名成家，把立德、修
艺、养性结合起来，进一步拉高道
德标杆、艺术标杆、人生标杆，以
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
力、精湛的文艺作品赢得人民喜爱
和欢迎。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文
艺工作，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
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把

我市近年来出台的一批具有较高含
金量的文艺扶持政策贯彻好、落实
好、执行好，着力营造有利于文艺
创作的良好环境；要围绕打造书香
之城、音乐之城、影视之城“文艺
三城”的目标，不断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创新育才引才选才机制，努
力打造一批一流的文化龙头企业和
一支一流的“文艺甬军”。

我们的时代波澜壮阔，我们的
生活多姿多彩。植根于伟大时代和
火热生活，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大
有作为。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
践行“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共同
谱写宁波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新篇
章，为宁波建设国际港口名城、东方
文明之都、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
一方队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为宁波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顾宗云） 昨日上午，全市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会议召开。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代市长唐一军讲
话，并向 12 位国内知名文艺大师
颁发聘书。唐一军在讲话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用
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创
作，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服务人
民，坚守艺术追求，进一步推动宁
波文艺事业大繁荣大发展。

市领导王剑波、万亚伟、翁鲁
敏、张明华、郁伟年等出席会议。

唐一军指出，当前，宁波正朝着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国
际港口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的
奋斗目标迈进，一项极为重要的任

务就是要大力繁荣发展文艺事业，
加快提升宁波文化软实力，让经济
发展与文化发展比翼齐飞，让历史
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全市各
级宣传文化单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认真践行“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
拥抱文艺发展春天，焕发文艺创作
激情，为时代讴歌、为发展聚力、为
人民鼓劲，努力创作出更多融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文
艺作品，共同谱写宁波文艺事业的
绚丽篇章，为宁波建设“名城名都”
提供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文化环境。

唐一军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
的号角，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力
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擎精神火
炬，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正确价值取向、正确创作导
向、正确工作指向，把文化自信融
入灵魂、渗入血脉，从中华文化宝
库中萃取精华、汲取力量，走在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前列。
要吹响奋进号角，助推创业创新，
讴歌改革发展的宏图大业，激发攻
坚克难的干事激情，塑造独具魅力
的城市名片，努力创作出更多提振
精神、鼓舞士气、催人奋进的优秀
作品。要面向伟大时代，打造精品
佳作，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
实践，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
命，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
题，弘扬时代精神，让每一部作品
都发挥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
独特作用。要锤炼品格修养，做到
德才兼备、德艺双馨，立志为国为

民，立志成名成家，把立德、修
艺、养性结合起来，以深厚的思想
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超群的创
作水平、精湛的文艺作品展示良好
形象，赢得社会尊重。

唐一军强调，繁荣发展文艺事
业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各
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全
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守好阵
地，创好环境，用好政策，抓好创
新，育好人才，让宁波文艺的百花
园繁花似锦、生机盎然。

会议还表彰了文艺工作先进团
队和先进个人，宣布了有关奖励决
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文
联、鄞州区、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区
管委会负责人和导演安建、青年作
家张忌等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唐一军在全市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服务人民 坚守艺术追求
进一步推动宁波文艺事业大繁荣大发展

本报讯（记者黄程 余姚记者
站谢敏军） 昨天上午，余姚市中意
宁波生态园内车辆穿梭、人头攒
动。总投资 295.03 亿元的 76 个项
目在这里举行攻坚“五重二大”集
中开工活动，其中包括吉利汽车项
目、中兴 （宁波） 智能兴业港项目

（一期）、中国云城 （余姚） 产业基
地项目 （一期） 等世界 500强企业
投资项目。76 个项目涉及智能经

济、产业、基础设施、交通、商贸
旅游和社会事业等六大方面，将在
今年完成投资84.91亿元。

开工项目中，不乏“大块头”
高端项目的身影，中国云城 （余
姚） 产业基地项目 （一期） 投资

100 亿 元 ， 规 划 用 地 1.8 平 方 公
里， 【下转A3版③】

（相关报道见A4版）

余姚攻坚“五重二大”
76个项目昨集中开工，总投资295.03亿元

编 者 按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搞改
革、谋发展，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
过上更好的生活。过去 5年，宁波
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从百姓期盼出
发，扎实推进一件件民生实事工
程，给市民生活带来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变化。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
道，聚焦民生实事工程成效，集中
展示幸福民生的“宁波答卷”。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朱
彬彬 刘拥军） 300亩土地之上，没
有黑水臭气，只见花园绿地；土地之
下，生活污水经过层层过滤变成汩汩

“清泉”。昨天，记者来到位于鄞州嵩
江西路的宁波规模最大的生活污水

处理厂——市南区污水处理厂。
被誉为“城市之肾”的市南区

污水处理厂，是 5年来宁波加快推
进“五水共治”，建设民生实事工
程的一个有力佐证。

“该厂主要承担海曙和鄞州区
域的生活污水处理。”市南区污水
处理厂首席污水处理工亓明介绍，
居民的各类生活污水排入管网后，
经过多个泵站的提升，首先汇入污
水处理厂的预处理区。“这个区域

设置有粗格栅和细格栅，还有曝气
沉砂池，主要负责过滤体积大和密
度大的垃圾及沙粒。”

在厂区二期工程现场，记者看
到，经过过滤的各类垃圾被压缩成
了一个个巨型“圆柱体”。每天市
环卫部门要来运输 6个这样的“圆
柱体”。“物理处理完成后，生活污
水就进入了生物反应池。”亓明
说。 【下转A3版②】

（相关报道见A6版）

24万吨污水一天变“清泉”

本报记者 董小芳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
我们党执政为民、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崇高价值追求。

市十二次党代会，描绘出了
我市政治发展道路与政治体制改
革的宏伟蓝图。五年来，我市加
强 立 法 工 作 的 科 学 化 、 民 主
化，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省平安
市“十连冠”到全国双拥模范城

“七连冠”，加强政治文明建设，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宁波的决心
更加坚定，脚步愈发稳健！

民主，是我们始终
高扬的光辉旗帜

2017 年 1 月 12 日上午，市行
政中心投票站，唐一军、王勇、
杨戌标等市领导以选民身份参加
了鄞州区人大代表选举，投下了
自己庄严而神圣的一票。

至此，一场延续 4 个月、覆
盖全市 500 多万选民的县乡两级
人大代表选举圆满落幕。直接选
举产生的 8000多名县乡两级人大
代表，占到了全市各级人大代表
总数的95%。

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而民主
选举，则是其基础和前提。支持
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
使国家权力，是加强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五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始终
把代表工作作为人大工作的基
础，把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作
为工作重点之一，采取多种方
式，督促“一府两院”及时解决
代表建议所提问题，代表所提问
题解决率逐年提高。从最新公布
的数据来看，市十四届人大六次
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 3 件议案和
555 件建议全部办结，建议实际
问题解决率达到 39.28%，创历史
新高。市人大常委会以代表联络
站建设为主抓手，拓宽代表联系
群众渠道，全市现有代表联络站
573 个，网上联络站 27 个，成为
代表联系群众、有效履职的重要
平台。

五年来，全市各级人大不断
在创新中寻求新的发展，如今，
政府实事工程由党委、政府确定
的传统做法，在我市基层已逐渐
被 人 大 代 表 投 票 决 定 所 代 替 。
2013年 12月，市人大常委会出台
全国地市级层面首个统一规范人
大代表票决政府实事工程的规范
性文件，在全市各乡镇全面推行
这一制度。这项创新得到全国人
大常委会充分肯定，并走出宁
波、走出浙江，走向全国。

伴随着全面深化政治文明建
设蓝图的次第展开，我市协商民
主的发展也在深入推进。

五年来，市政协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大胆探索
实践，积极创新协商民主的载
体、方式和手段，着力推进协商
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
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作用。

这是协商民主在宁波生动实
践的大事记：

—— 定 期 举 行 市 政 协 委 员
“月谈会”，选择切入口小、针对
性强、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进行
恳谈协商；

——创新设立政协全体会议
提案，多件全体会议提案由市政协
主席会议督办、相关市领导领办；

——市政府、市政协正式建
立年度重点工作零距离对接协商
机制，针对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
题进行坦诚交流、务实协商；

——研究制定了 《市政协民
主法制领域改革重点工作方案》，
专门成立了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积极推动政协协商
民主创新发展；

……
通过完善协商机制、丰富协

商形式、提升协商实效，推动我
市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
就。连续五年开展生态主题监
督，让环境更美好；建言城乡教
育均衡发展，让教育更公平；助
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保障
更有力；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让城市更文明。五年来，市十四届
政协团结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
各界人士履职尽责，倾力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 【下转A3版①】

风帆正举谱华章

本报讯 （记 者崔小明） 昨
天，全国享有盛誉的艺术家陈振
濂、叶辛、韩天衡、高希希、何
水法、俞峰、吴玉霞、高公博、
徐朝兴、童衍方、王鹏、林鸿在
我市成立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宁
波市文艺大师工作室。这是去年
年底 《宁波市文艺人才培养扶持
办法》（试行） 出台后，我市引进
的首批文艺大师工作室。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代市长唐一军向
12位文艺大师颁发了聘书。

设立文艺大师工作室，引进一

批在文学艺术、工艺美术等领域享
有盛誉的国内外顶尖人才、拔尖人
才和我市文艺发展急需的高层次
人才，是推动我市文艺工作从“高
原”迈向“高峰”的重要举措。文艺
大师以柔性引进为主，设立工作室
期间每年在宁波工作时间累计不
少于 1 个月。同时，文艺大师需以
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我市培养本
土文艺人才、指导文艺精品创作、
推进对外文化交流。文艺大师工作
室设立期间，每年将给予不超过
80万元的资金补助。

我市首批文艺大师工作室成立
由我国12位享有盛誉的艺术家领衔

民 生 实 事 五 年 间

南区污水处理厂的生活污水二级沉淀池。 （冯瑄 陈晓众 摄）

宁波发展这五年·政治篇

1 月 12 日，全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圆满落幕。图为 2016 年 12
月 16日，奉化区溪口镇兰峰村村民通过流动票箱，投票选举区第一届
人大代表。 （严龙 严世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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