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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青 汤丹文
通讯员 朱尹莹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昨 日 上 午 ，“ 歌 从 东 方
来”——甬籍近现代音乐名家成就
展暨沈浩杰先生音乐名家研究成果
展在中山公园逸仙楼开展，分为宁
波音乐历史渊源、宁波近现代音乐
名人成就及音乐名家研究成果三大
板块，首次披露 60 余位音乐名家
群像，首次展示宁波与中东欧的音
乐渊源，首次回顾抗战中的宁波音
乐名家群体，首次梳理宁波籍音乐
名家 60多项“全国第一”，大多数
内容与实物资料均为首次公开展
示。

本次展览由中共海曙区委宣传
部、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等主办，
出席活动的有著名指挥家姚关荣、
著名歌唱家葛毅等，著名男低音歌
唱家、作曲家应尚能之女应锡音，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楼乾贵之子楼静
戈，著名作曲家周大风侄女周山
涓，著名大提琴家张贞黼的孙女张
海平，著名民族音乐作曲家胡登跳
女儿胡晓红等音乐名家亲属也来到
现场。

据展览承办方宁波甬上名人文
化研究院院长沙力介绍，展览经由
宁波甬上名人文化陈列馆与宁波大
学音乐学院具有近 20 年相关课题
研究经验的沈浩杰合作完成，旨在
全面展示“音乐宁波帮”群像，并
借此推动“音乐宁波帮”大会的召
开、“音乐宁波帮”人文纪念园的
建设，为宁波“音乐之城”建设和

打造宁波“音乐港”助力。
作为展览系列活动的组成部

分，音乐名家及其家属代表在逸仙
楼二楼参加了“音乐宁波帮”沙龙
活动，“我们回家了，一定要为家
乡做点事”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在
沙龙中对宁波“音乐港”的发展规
划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与建议。

1961 年毕业于民主德国莱比
锡高等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姚关荣，
是国宝级人才，曾被称为中国电影
音乐的“执棒人”，由姚关荣指挥
配乐的最著名的电影就是家喻户晓
的 《地道战》。他还被世界权威音
乐界盛赞拥有“欧洲一流的指挥水
平”。年届半百时，姚关荣任深圳
特区乐团 （深圳交响乐团的前身）

首席指挥，致力推广中国交响事业
发展。“宁波是一个早就世界闻名
的开放城市，而今天又在研究某一
地音乐家领域开了好头，此次看到
的展览包括沈教授的研究让我感觉
宁波音乐港建设有了理论基础。”
他认为，德国音乐有高峰，是因为
德国有不少理论家，“建议有关部
门给理论家们足够的支持和重视”。

身影频繁出现于世界各地重要
舞台，在众多歌剧名作中担任主角
以及多次在名家作品中担任独唱的
葛毅，出生于音乐世家，他的父亲
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
葛朝祉教授，“看了展览确实很兴
奋，作为宁波音乐家的后代义不容
辞，有需要的地方一定参与进来。

打造‘音乐港’，宁波和上海在学
术发展方面可做的很多。”他还建
议，宁波可以建歌剧院吸引在外的
甬籍艺术家回来。

周山涓是周大风的侄女，她赞
赏宁波打造“音乐港”是智慧之
举，“宁波的音乐可以追溯到河姆
渡遗址出土的骨哨，现在沈浩杰老
师启动了近现代音乐家研究工作，
我们看到了宁波音乐有很多全国第
一。现在在做的是把音乐家请进
来，我们也可以做‘走出去’的工
作，做一台有关于宁波籍音乐家作
品的节目，到深圳、上海等关联城
市巡回演出。”

胡登跳首创“丝弦五重奏”，
并创建中国第一个民族理论作曲系
等，胡登跳的女儿胡晓红昨日分享
了父亲活到老学到老的治学精神。

应尚能是中国最早研究与介绍
欧洲传统声乐艺术的歌唱家之一，
培养了大批学生，他还是日前刚迎
来 120周年庆的浙江大学校歌的谱
曲者，昨日他的女儿应锡音畅谈父
亲在江苏、上海、北京等地从教经
历，“他教学很有方法，不管是学
声乐的学生还是学戏曲的。”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楼乾贵之子
楼静戈也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现
在是文化部老艺术家合唱团的成
员，他昨日表示：“合唱是最接地
气的，非常乐意有机会动员本团来
宁波参加合唱节，做示范演出。”

据悉，六月上旬，《听见宁波
的力量——音乐“宁波帮”百年传
奇展》也将在宁波音乐港核心区宁
波大剧院大厅展出。

亮出“音乐宁波帮”金名片
逸仙楼展示甬籍近现代音乐名家成就

图为市民在中山公园逸仙楼参观宁波籍近现代音乐名家成就展。
（周建平 摄）

本报记者 陈青

“市舶司是管理海上对外贸易
的官方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海关。
北宋时，朝廷在明州设立了市舶
司，是‘市舶三司’（广州、杭
州、明州） 之一，当时的宁波是一
个繁忙的国际港城。”宁波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林士民
日前和记者来到东门口，寻访北宋
市舶司遗址。

市舶司的职责是“掌藩货、海
舶、征榷之事，以来远人，通远
物”，也就是掌管检查出入的船
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
管理外商等事务。其制度始于唐
代。市舶司随着宋代“海上丝绸之
路”发展到鼎盛时期出现，而宁波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港口之
一，一直设置有市舶司。

北宋淳化三年 （992 年），朝
廷将“两浙路市舶司”移至明州，
咸平二年 （999 年），又在明州单
独设置了市舶司，与广州、杭州并
称北宋“市舶三司”。南宋时，明
州市舶司直属户部管辖。宋代对市
舶贸易十分重视，制定和实施的一

系列政策，使宋代明州的海外贸易
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面向日本、
高丽、东南亚、西亚，乃至地中
海、非洲诸国的贸易往来，促进了
明州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宋神
宗元丰二年 （1079 年）“诏立高丽
交易法”规定：商人赴高丽、日本
贸易，价值达到五千缗者，必须由
明州签证，否则以盗贩论处。明州
成为赴高丽、日本等国海外贸易的
唯一合法港口。

元代“提举庆元市舶使司”管
辖范围扩大，为国家“三司”（广
州、泉州、明州） 之一。市舶机构
的设置，表明朝廷对明州 （庆元）
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也证明了宁
波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中
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

“宁波港一直以来是中国对外
贸易的港口之一，那时候江厦国际
码头海外杂国贾舶交至，桅樯林
立，是非常壮观的景象。”在江厦
公园前，年过八旬的海丝研究专家
林士民这样说。

1995 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对东渡路原宁波冷藏公司所在
地块的宋元市舶司遗址进行了发

掘，出土器物百余件。清理出市舶
城门段及北宋、元市舶司 （务） 仓
库地坪、水沟等遗迹。“市舶司是
一个机构，有办公场所、库房、接
待处等，所以当时挖掘出来的面积
很大。”林士民后来主持撰写了考
古简报，“现在江厦公园内还有来
远亭遗址，是外来商船办签证的地
方。”

林士民说，来远亭是明州“海
上丝绸之路”出入舶货的历史见
证。当时，一切外来舶货在来远亭
经检核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入市
舶务门，然后再运至市舶务内的市
舶库贮藏。隔着如今车水马龙的江
厦街，江厦公园内的“来远亭”非
常醒目，南、西、北三面有水池，
以青石平桥连接，一丛翠竹前，来
远亭遗址碑静静诉说着璀璨往事。

在专家们的描绘中，“繁荣的
明州港”是这样的：江厦国际海运
码头人声鼎沸、货物堆积，“神
舟”船队启航出使高丽国，来自东
亚、东南亚等地的海外商旅办理出
入关手续……这一切，现在我们还
能在宁波博物馆“东方神舟”展陈
里看到。

明州是东南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城

图为位于江厦公园内的来远亭遗址。 （记者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徐
良） 昨日，由宁波市文联主办的

“薪火相传·‘荣安杯’少儿书画大
展”在宁波美术馆开展，展出获奖
和入选作品250件。

本届“荣安杯”少儿艺术大赛
以“传承经典，薪火相传”为宗
旨，培养少年儿童健康的审美情
趣，引导孩子们学习博大精深的传
统文化，把传统经典中的正能量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艺
术地再现祖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 。至 截 稿 时 ，组 委 会 收 到 稿 件
2250件，最终评出入选作品 250件，
在此基础上，评选一等奖 15 件、二
等奖 27 件、三等奖 32 件、优秀奖 36
件；大赛另对7家优秀组织单位和4
名优秀指导老师分别给予奖励。

这次展出的作品，充分表现出
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思维；作品主题鲜明，重点突出；
线条流畅、布局精巧、色彩丰富；
形式不拘于绘画和书法，更有拼
贴、陶艺、纸塑、装置等，总之材
料多样、形式新颖、内涵丰富，充
满童趣和天真。欣赏这些作品，观
众很容易感受到孩子的内心，能够
感受到真实。

展览期间，美术馆还将开展
“根植传统，坚守经典——历代名
家名帖展”，以及面向书法爱好者
的“专家门诊”等公共教育活动，
引导孩子们在艺术之路上，通过学
习、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逐步走向
成熟。

展览将持续至6月18日。

少儿书画大展在宁波美术馆举行

图为小朋友在宁波美术馆观赏少儿艺术展作品。 （周建平 摄）

本报讯 （记者陈青） 在昨日
的京东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宁波
作家张忌以作品 《出家》 获得年
度新锐作家奖。

1979 年出生的张忌，先后在
《江南》《钟山》《人民文学》《收
获》 等杂志发表长篇及中短篇小
说上百万字，出版过中短篇小说
集《小京》《海云》《素人》，长篇
小说 《公羊》《出家》，曾获得过

《人民文学》新人奖、於梨华青年
文学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等
奖项。

《出家》 首发于 2016 年 《收
获》长篇专号 （春夏卷），引起广
泛关注。《出家》 是 2016 下半年
度路遥文学奖冠军作品，也是宁
波文艺奖 （2015—2016 年） 金奖

作品。去年 12 月，张忌 《出家》
作品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京东文
学奖终评评委认为，《出家》是一
本关于“活着”的故事，用简单
的方式写沉重的主题，反差强
烈，文笔细腻淡雅，看似轻声细
语，却能举重若轻。

3 月份启动的京东文学奖共
设立 6 个奖项，获奖作家将分享
280 万元巨额奖金。国内作家、
国际作家两个大奖分别颁给了格
非 （作品 《望春风》） 和以色列
的阿摩司·奥兹 （作品 《乡村生
活图景》）。黄蓓佳的《童眸》获
得年度童书奖，孙机的 《从历史
中醒来》 获得年度传统文化图书
奖，王晋康的 《天父地母》 获得
年度科幻图书奖。

京东文学奖昨颁奖

我市张忌获“年度新锐作家”

本报讯 （方其军） 5 月 31 日
上午，余姚市“美丽乡村”村歌
歌词集首发式暨村歌“我的家乡
兰山”MV 首映式，在余姚市陆
埠镇兰山村举行。该活动由余姚
市委宣传部、余姚市文联、余姚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旅游
局）、陆埠镇党委政府主办，受到
群众热烈欢迎。

《余姚市“美丽乡村”村歌歌
词集》 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收录
35 首村歌歌词及部分曲谱的创
作。该书历时两年创作、编写，
饱含着余姚市音乐家协会和宁波

有关专家的心血。据余姚市音乐
家协会主席吕余龙介绍，两年
间，词曲作者们以“美丽乡村”
的文化辐射为主线，采风走访、
进村入户、翻阅史料、座谈论
证，发现了村庄的“文化密码”。
该书体现了余姚北部的杭州湾、
南部的四明山以及姚西、姚东

“美丽乡村”的精神风貌与风土人
情。宁波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陈民
宪说：“将村歌结集出版，在宁波
尚属首例。该书体现了余姚音乐
人的一种心系基层、接地气的文
化品格。”

《余姚市“美丽乡村”村歌歌词集》首发

本报讯 （记者南华 通讯员
倪东） 记者昨日从市微电影协会
获悉，心理悬疑院线电影 《相由
心生》 近日在宁波杀青，该片由
宁波鼎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
品，新锐导演陶金操刀，80 后个
性编剧顾义创作，青年优秀演员
王彦朋出演男一号林毅峰。

该片题材取自社会现实中发
生的一些家庭伦理纠纷事件，讲述
男主角林毅峰原本是个疼妻爱女
的“模范好男人”，但后来发现女儿

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变成了终日酗
酒、殴打妻子女儿的暴力男。在他
又一次殴打女儿时，被妻子用剪刀
戳死，一个家庭就这样走向了毁
灭。影片反映个人生活作风对家庭
带来的巨大伤害，警醒人们以此为
戒，洁身自好，珍惜爱护身边的人、
爱护自己的家庭。同时也提醒人
们，遇上家庭变故或其他伤心的
事，使用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只有
走理性或正当法律途径才能维护
自身权益，还社会一片和谐。

悬疑电影
《相由心生》在甬杀青

据新华社德国杜塞尔多夫 5
月30日电（记者张寒 王子江）正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 2017年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单项赛 30日以
混双“起手”，正式进入正赛日程。
中国队派出的男双、女双和混双选
手，无论同队组合还是跨协会配
对，当日均获胜晋级。

30 日晚的男双第一轮中，马
龙／波尔直落四局击败匈牙利的
拉卡托斯／纳吉，轻松晋级 32强，
第四局甚至只让对手拿到1分。

此外，中国队的樊振东／许昕
当晚同样以 40淘汰自己的男双

首轮对手。
女双比赛同样见证了中国队选

手的一往无敌，陈梦／朱雨玲和丁
宁／刘诗雯分别战胜来自巴西和尼
日利亚的对手，顺利进入32强。

相比之下，中国选手的混双晋
级路就显得困难了许多。方博与德
国女将索尔佳面首场比赛战满七
局才击败美国小将乔德利／张安，
冯亚兰搭档丹麦选手格罗斯的艰
苦历程则在次轮。最终，两对组合
均有惊无险地晋级混双16强。

5月31日，杜塞尔多夫世乒赛
的男、女单打较量将陆续展开。

世乒赛进入正赛日程

中国队双打全部晋级

5 月 30 日，段莹莹在比赛中回球。当日，在法国巴黎进行的 2017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选手段莹莹以 0比 2不敌
德国选手玛丽亚，无缘第二轮。 （新华社发）

段莹莹止步法网首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