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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罗马5月1日电（记
者金宇） 4月30日清晨，意大利博
洛尼亚一条老街仍沉浸在静谧之
中。街上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关
于如何在“一带一路”语境中讲好
中国故事的学术讨论如火如荼。

会议室的大屏幕上，中国参与
历届世博会国家馆的图片次第闪
现。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学者巫濛
认为，世博中国场馆设计的演变，
反映出中国“从无意识地呈现‘传
统’，到有意塑造开放与创新的国
家形象。”

“这是个很好的传播案例。”博
洛尼亚大学传播学教授戈蓝迪表示
赞同，认为中国在全球媒体参与的
国际大型活动中亮相，取得最好的
传播效果，是提升国家形象的关

键。
4 月 29 日 至 30 日 ， 第 三 届

“向世界传播中国”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博洛尼亚举行。本次研讨会由
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与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主题为

“‘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叙述”，旨
在探讨如何在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
故事，有效传播中国文化，实现与
西方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对话。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来自
中国、意大利、美国和瑞士等国的
20 余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中
国对外话语体系、史学研究、新闻
传播与对外汉语教育、新媒体技术
在传播中的作用等角度，展开交流
与讨论。

博洛尼亚大学亚洲事务校长代

表、东亚问题专家菲奥里教授认
为，“一带一路”不仅从经济上，
还从文化上把中国和意大利更加紧
密相连。此类研讨会是很好的文化
交流平台，让意大利学界和民众能
进一步了解中国。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教育参赞
罗平说：“我们不仅讲中国自己的
故事，也可以讲更多‘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故事，邀请更多
外国学者交流探讨讲述‘一带一
路’故事的方式，展现不同的视
角，使学术碰撞实现更加客观传递
信息的目的。”

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戈蓝迪说，
“一带一路”需要新的话语体系。
一个属于中国的“创新的价值观”
对于国家形象传播非常重要，这种

创新可以来源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
化，同时与世界接轨。

戈蓝迪提到近年来中国许多时
尚品牌在意大利米兰开拓市场的例
子，“它们富有中国特色，同时具
备世界一流水平。”他说，与世界
分享创新力，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尝
试。

受邀参会的弗朗切斯科对此深
有体会。他是一名咨询师，也是一
名为意大利杂志撰写意中关系文章
的记者。他认为，意大利还不够了
解中国，与中国的合作有极大需
求。“我了解到，许多中国企业收
购意大利公司，帮助他们解决经济
困境和就业问题。如果能与当地媒
体合作，充分报道这样的故事，相
信会产生双赢的效果。”

“向世界传播中国”
中西学者探讨“一带一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昨

天，记者从市文化馆获悉，中央
电视台三套知名栏目“群英汇”
宁波专场今天下午3时23分将与
全国观众见面，希望广大市民届
时注意收看。

据了解，“群英汇”是央视
综艺频道推出的首档大型群众文
艺展示栏目。该栏目今年升级改
版，面向全国各地文化馆征集、
遴选独具地方特色的群众文艺节
目进行专题展示。

今年 2月，宁波与北京等地成
为“群英汇”首批选中的城市。3
月27日，我市组织了100余名群众
演员前往央视录播。节目有民俗表
演 《十里红妆》 和曾获得全国文
艺最高奖“群星奖”的舞蹈 《阿
婶 合 唱 团》 以 及 越 剧 《十 八 相
送》、耍牙、小品 《在路上》 等。
整台节目由央视主持人管彤和我
市主持人阿伟联袂主持，国家一
级演员、宁波籍青年歌唱家吕薇
作为嘉宾出席。

CCTV-3“群英汇”
宁波专场今日下午首播

本报讯（方其军） 日前，来
自瑞士、美国等国家的世界精武
联谊会执委会成员在余姚考察赛
事环境。在考察四明湖国际会议
中心、王阳明故居广场以及比赛
场馆、食宿配套设施等后，马来
西亚籍的世界精武联谊会副会长
黄保生表示：“余姚的精武土壤深
厚，赛事承办与接待能力可以无
虞。”

2016 年美国达拉斯举办的
世界精武联谊会长会议上确定，
余姚获得 2018 年第 15 届世界精
武武术文化大会承办权。世界精
武 联 谊 会 成 立 于 1994 年 ， 目

前，有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42 个精
武会为世界精武联谊会成员，其主
办的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每两年
一届，是架起世界各国和地区精武
友会武术文化交流、增进友谊的桥
梁。长久以来，余姚精武传承氛围
浓郁。余姚精武会现有会员 752
名，系浙江省非遗项目“精武拳

（械）技”的传承单位，常年举办公
益培训班，传承保留“武松脱铐”

“达摩剑”“少林棍”等传统武术，
创编“姚江太极快剑”“神速二指禅
功”和“飞龙阴阳指”等自创套路。
数年来，余姚已在世界精武武术文
化交流大会上获53金34银35铜。

世界精武联谊会
余姚考察赛事环境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
员忻志华） 宁波市百万市民健身
大联动暨“阿发厨卫杯”宁波市
第三届乡镇街道围棋团体赛昨天
在余姚落幕。来自全市各乡镇街
道 16 支代表队的 48 名棋手参加
了本次比赛。经过两天五轮的激
烈争夺，最终由黄萍、郑煜、董
德荣组成的余姚阳明街道队发挥
出色，夺得冠军。获得第二名至
第六名的分别是余姚梨洲街道
队、慈溪古塘街道队、慈溪浒山
街道队、余姚兰江街道队、象山

石浦镇队。
作为东道主的余姚，这次有三

支代表队参赛，分别是梨洲街道
队、阳明街道队和兰江街道队，其
中兰江街道队的队员中包括周裕
丰、肖华这样的业余围棋高手。余
姚市围棋协会副秘书长吴文波告诉
记者，这项比赛的奖金并不高，冠
军奖金只有 2500 元，大家来参加
比赛主要是为了以棋会友，切磋技
艺。这项比赛的参赛者很多是在基
层教围棋的老师，这项比赛成为他
们学习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宁波市乡镇街道
围棋团体赛举行
余姚阳明街道队夺得冠军

昨天，宁波市第三届乡镇 （街道） 围棋团体赛在余姚举行。图为围
棋比赛现场。 （胡龙召 摄）

昨日，宁波王升大博物馆、宁波市山东商会联合举行“山东人在宁
波”联谊会，数百名在宁波工作、生活的山东籍人士，载歌载舞，度过
了一个有意义的劳动者节日。 （南华 刘星 摄）

载歌载舞庆“五一”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员
周力） 2017 年“万里堂杯”宁波
市大众跆拳道锦标赛昨天在奉化体
育馆落幕。这是宁波地区最高水平
的大众跆拳道赛事。来自我市各区
县 （市） 29 家跆拳道馆、跆拳道
俱乐部和学校的 773名跆拳道业余
选手参加了本次比赛。最终慈溪正
刚一队获得品势团体总分第一名，
奉化甬洲队获得竞技团体总分第一
名和总团体总分第一名。

本次比赛的项目有个人竞技、
个人品势、团体品势、混双品势、
跆拳舞等，比赛竞争非常激烈，参
赛选手可以说是我市 3万多名青少

年跆拳道爱好者中的佼佼者，而这
项比赛也是对他们实力的一次检
验。参加过这项比赛的林秋楠、文
志等人在跆拳道品势世界锦标赛中
曾夺得少年品势冠军。

据悉，我市二少体跆拳道队目
前有 30 余名队员，其中大部分人
来自我市的跆拳道训练点，也有一
些队员来自跆拳道俱乐部和道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市跆拳道
协会今后打算对由俱乐部等培养而
进入少体校的跆拳道教练进行奖
励，以促进我市竞技跆拳道水平的
进一步提高。

我市跆拳道运动员闻人云涛毕
业于宁波二少体，2011 年入选国
家队。在去年的跆拳道世界杯赛
上，她夺得冠军。在前不久结束的
全运会资格赛中，闻人云涛获得亚
军，在今年的全运会上她有望为浙
江夺得奖牌甚至金牌。

市大众跆拳道锦标赛在奉化举行

左图：昨天，宁波市大众跆拳
道锦标赛在奉化体育馆举行。

图为跆拳道品势比赛现场。
（胡龙召 摄）

●庆五一“航迪杯”全国青少
年五人制精英足球邀请赛昨天在宁
波富邦体育中心笼式足球场结束。
来自全国各地及宁波的四个年龄段
34 支青少年足球队相聚宁波，共
度足球嘉年华。最终飘逸俱乐部获
得甲组第一名，鄞州新城青训营获
得甲组第二名。鸵鸟全国精英队和
飘逸俱乐部队分获乙组前两名。鄞
州新城青训队和宁波足协青训队分
获丙组前两名。首发俱乐部队和鄞
州新城青训队分获丁组前两名。

（姬联锋 俞学丰）

●由宁波市体育局、宁波市教
育局主办的 2017 年“海创杯”宁
波市青少年 7人制足球比赛男子甲
组、乙组比赛日前在宁波杭州湾体
育公园足球场落幕。鄞州队蝉联
甲、乙组双料冠军；象山、余姚队
分获男子甲组第二、第三名, 北
仑、余姚队分获男子乙组第二、第
三名。海曙、鄞州、江北、余姚队
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姬联锋 俞学丰）

●宁波邮政昨日举行《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纪念邮票首
发活动，发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七十周年》 纪念邮票一套 3枚，分
别为《守望相助》《亮丽北疆》《民
族和谐》，全套邮票面值为 3.60
元。同时，启用新邮纪念戳一枚。

（南华 吴雄崧 姚敏）

据新华社武汉 4月 30日电
（记者吴植 姬烨） 国羽 30日在
2017 年羽毛球亚锦赛上拿到男
单、男双和混双三项冠军。其
中，男单决赛上演了新老两位奥
运冠军的强强对话，里约奥运冠
军谌龙以 21逆转北京、伦敦奥
运冠军林丹，首次夺得亚锦赛男
单冠军。

男单决赛首局异常激烈。林
丹一上来就不断抢攻，一直领先
到 1916。紧咬比分不放松的谌
龙在危急时刻发起反攻，连取 4
分以 2019反超。但谌龙在关键
分连续失误，让林丹以 2321险
胜。

从第二局开始，林丹体力明
显下降，场上频频失误。谌龙则
发挥稳健，完全压制了对方，分
别以 2111 和 2110 轻松拿下后
两局。

“第七次征战亚锦赛，终于
拿冠军了，太不容易了，都快
30 岁了！前面 6 次，拿了 3 次第

二、3 次第三，这次在家乡夺冠
还是很开心。”谌龙在赛后发布
会上说，这场比赛双方发挥出
了自己的水平，特别是第一局
打了大概 30 多分钟。“从奥运
会结束到现在有一段时间没有
参加比赛，再到东南亚和全英
公开赛，打得不是很理想，所
以特别希望在亚锦赛上表现出
好状态，很开心自己这次做到
了。”

林丹说，本周以来，自己表
现得相当不错，决赛第一局打得
激烈胶着，双方发挥出色。他坦
言：“之后自己的精力确实下降
许多，无谓失误增多，谌龙今天
打得非常严谨，每一分都打得非
常投入。”

混双方面，中国搭档鲁恺／
黄雅琼以 2118 和 2111 战胜泰
国的普瓦拉努孔／沙西丽，获得
冠军。在拿到亚锦赛冠军以后，
鲁恺／黄雅琼在今年所参加的六
站比赛中拿到了四个冠军和两个

亚军。四个冠军分别来自全英、印
度、新加坡三个超级赛以及相当于
超级赛级别的亚锦赛。

赛后，鲁恺表示这段时间和搭
档黄雅琼进步明显得益于三个方
面：“更大的进步是我和雅琼对比
赛的掌控以及发挥的稳定，还有信
心的提升。”

男双决赛在两对中国组合之间
展开。李俊慧／刘雨辰以 2114和
2112 轻松战胜黄凯祥／王懿律夺
冠。

女单方面，中国台北的戴资颖
对阵日本的山口茜，戴资颖在1821
先输一局后，以 2111 和 2118 连
扳两局逆转。去年底以来，戴资颖
已连夺中国香港赛、超级赛总决
赛、全英赛、马来西亚赛、新加坡
赛和亚锦赛六个冠军，目前稳坐世
界第一的位置。

女双方面，日本组合松友美佐
纪／高桥礼华对阵韩国组合金慧麟
／柳海媛，前者以 2119、1621
和2110夺冠。

谌龙逆转林丹获亚锦赛男单冠军

4月30日，中国选手谌龙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5 月 1 日，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的演员在表演广场舞《我们大家来
跳舞》。

当日，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
在县城举行“舞动沧源”民族健身
广场舞展演，该县各乡镇的 9支民
间广场舞队伍参加表演。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