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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汤丹文） 我市维
吾尔族女作家、余姚日报记者帕蒂
古丽创作的 20 万字新疆题材小说

《最后的王》 即将出版。9 月 7 日，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王达吾提·买
合苏提的夫人热亚乃木·达吾提来
到宁波,与帕蒂古丽和宁波的援疆
干部再度聚首。

2015 年，帕蒂古丽作为我市
“文化援疆”的一员，重返故乡进
行援疆题材纪实散文和长篇小说

《最后的王》 的创作。《最后的王》
以新疆库车王、也是中国最后的
王爷为原型，讲述了一段波澜壮
阔的王族历史和爱国王爷不懈的
人生追求。为了撷取更多的素材，
帕蒂古丽深入生活，与库车王爷
的最后一任妻子热亚乃木·达吾
提同吃同住一年多。昨天，热亚
乃 木 · 达 吾 提 告 诉 记 者 ， 这 些
年，她与帕蒂古丽形同姐妹，也
与历批宁波援疆干部结下了深情
厚谊。这次，应宁波市援疆指挥
部的邀请，她来到宁波，就是为
了看看这些老朋友，走走亲，以
了结心中的夙愿。她说：“宁波的

天气非常好，虽然是第一次来宁
波，就像是到了故乡，已有了长久
居住下去的愿望。”

据记者了解到，《最后的王》
已在 《江南》 杂志今年第二期发

表。此部长篇小说已成为中国作协
和省、市两级重点扶持的创作项
目。不久之后，北京时代华文出版
社将此小说更名为《柯卡之恋》正
式出版，第一版印刷就有万册以

上。9 月 11 日，市文联、《江南》
杂志社、余姚市委宣传部还将邀请
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举行作品研
讨会。

昨天，帕蒂古丽告诉记者，她
的纪实散文作品《水乳交融的村庄
秘境》 也将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
版。据记者了解，这是帕蒂古丽在
新疆的两年多时间里，深入库车县
的多个村庄，在每个村与村民共同
生活一个多月后写出来的作品。帕
蒂古丽说：“这些村都是新疆民族
团结的模范村，五十多年来，这里
的各族村民血脉连着血脉，骨头挨
着骨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
了一起。”她还对记者表示，这些
村像阿格乡康村、墩阔坦镇亚喀守
努特村、齐满镇莫玛铁热克村等都
是宁波援疆的重点村庄。多年以
来，一批又一批宁波援疆人通过安
居工程、农牧业项目和文化礼堂的
建设等等，让这里的各族人民能尽
早地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也实现
了各民族之间文化和谐和交融。

“这些，也是我在散文作品中反映
的重点。”帕蒂古丽最后说。

长篇小说《最后的王》即将出版

最后的“王妃”来甬走“亲”

图为帕蒂古丽 （右） 与“王妃”（左） 在一起。 （汤丹文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包
德贵） 昨日下午，宁波中学迎来了
一群特殊的客人，来自宁波援疆指
挥部和新疆库车地区的领导以及库
车王达吾提·买合苏提的夫人热亚
乃木一行，冒雨走进校园，看望新疆

班同学，该校龟兹琵琶乐社的 10
多名学员向来自家乡和宁波援疆指
挥部的嘉宾汇报演奏了琵琶小曲。

龟兹琵琶乐社是今年初以该校
新疆班库车学子为班底成立的。乐
社在宁波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

下，由宁波中学安排培训场地，宁
波中华文化促进会指导并为每个学
员购置了琵琶和其他习琴用品，并
聘请专业老师和国内外琵琶名家授
课指导。半年多来，在老师和学员
们共同努力下，同学们积累了一定

的乐理基础和演奏技艺，能够完整
地弹奏三五首琵琶小曲。暑假前，
著名琵琶演奏家、宁波中华文化促
进会主席傅丹为同学们上了最后一
节课。

据介绍，龟兹琵琶乐社还将选
拔新生扩充队伍。傅丹表示，琵琶
演奏是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乐社
将用三五年时间，努力造就一批具
备一定演奏基础和技艺的库车学
生，通过他们将琵琶艺术带回库
车，像种子一样在家乡生根开花。

龟兹琵琶乐社为家乡来宾演出

全运会聚焦全运会聚焦

文艺女神和行者的家园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林
楠） 浙江省第五届“群星”视觉艺
术大展——油画水彩粉画展昨日在
宁波博物馆开展，我市有 20 件作
品入选，创作队伍是以“70 后”、

“80后”为主的中青年骨干艺术家。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厅主办，鄞

州区人民政府、省文化馆承办。展
览展出来自全省各地的油画、水彩
粉画精品力作 100余件。我市入选
的 20 件作品中，13 件来自鄞州
区，它们立意新颖，形式多样，充
分展现了艺术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
高超的艺术水准。

鄞州区文化馆视觉艺术负责人
龚建军告诉记者，“群星”视觉艺
术大展体现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本
次入选的作者大部分来自基层文化
馆的美术团队，如鄞州“星光”美
术创作团队，不仅是鄞州“美术大
区”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鄞州区

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整合本地区民间艺术资源、营造积
极进取的文化氛围、繁荣公共文化
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目
前，“星光”美术创作团队有成员
250 名，其中全国美协会员 23 名，
省美协会员27名。

据介绍，“星光”美术创作团
队近年来有诸多作品入选全国级美
展并斩获各类大奖。2010 年，团
体以第一名的综合成绩荣获浙江省
文化厅授予的“优秀视觉艺术创作
群体”称号；2014年，“星光”美术创
作团队成为全市唯一艺术创作类的
文化创新团队，团队成员创作的 9
件作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2016 年，团队成员吴琼文、李学
峰、龚建军创作的中华文明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的重大历史题材类
油画 《王安石变法》，在国家博物
馆亮相，并被永久性收藏和陈列。

省“群星”展出宁波20件油画水彩粉画作品

本报天津专电（特派记者
姬联锋） 皮 划 艇 静 水 男 子
1000 米双人划艇决赛昨天在
天津海河吉兆桥段举行，解放
军队的宁波选手李金达与云南
队的刘浩跨单位组队，以 3分
35 秒 630 的成绩夺得冠军。广
东队的黄茂兴、李强以 3 分 38
秒884的成绩获得该项目银牌。

在之后进行的皮划艇静水
男 子 1000 米 双 人 皮 艇 决 赛
中，解放军队的宁波选手庄水
彬与广东队的蔡楚裕跨单位组
队，以 3分 18秒 940的成绩夺
得银牌。山东队的卜廷凯和张
冬以 3分 18秒 136的成绩夺得
该项目金牌。

李金达和刘浩在前 500 米
时一直紧紧跟随广东队的黄茂
兴和李强，到了后半程，他们
开始发力，越划越快，将对手甩
在身后，以明显优势夺得冠军。

庄水彬和蔡楚裕在前 500
米时处于明显劣势，在所有参
赛队中仅排名第五。500 米过
后，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超
越了一个个对手，最终第二个

冲过终点线，收获一枚银牌。这
也是庄水彬在本届全运会上收获
的第二枚银牌。

李金达出生于 1995 年，跟
庄水彬一样，他也来自余姚。宁
波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皮划艇教练
谢圣松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会
选中李金达，是因为他比较灵
活，又很好动。在宁波水上运动
训练基地训练了近三年之后，李
金达被输送到了八一划船队。八
一划船队的训练基地就在宁波，
和宁波水上运动训练基地在姚江
上的同一水域进行训练。“他长
得壮，拼劲足，很灵活，2010
年的单人艇比赛中他就拿了省运
会冠军。”谢圣松说。

进入八一划船队后，李金达
进步很快，入选了 2013-2014皮
划艇国家集训队。在2015年3月
举行的全国皮划艇春季冠军赛
上，李金达曾夺得 5000 米单人
划艇铜牌。在2015年9月举行的
全国皮划艇锦标赛上，李金达和
郭栋麟搭档，代表八一划船队亮
相，在男子500米和1000米双人划
艇项目上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宁波皮划艇选手
又获一金一银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陈凯颖）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第二
届宁波国际摄影周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由市文联主办，中国摄影
家协会宁波艺术中心、快拍快拍

网和宁波市摄影家协会联合承办的
第二届宁波国际摄影周将于 9 月 9
日至 10 月 9 日举行，这项公益性摄
影综合艺事活动也是第四届市民文
化艺术节的主要项目之一。

第二届宁波国际摄影周9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陈敏健） 昨晚，“温·故”非遗手
工艺展系列展之竹编展在 117艺术
中心举行开展仪式，此次展出竹编
工艺品50余件，展览将持续到9月
17日。

据了解，中国竹编的历史可追
溯到新石器时代，之后经由楚文化
的孕育、明代江南一带竹编艺人
的普及，到明清时期成为江南的
独特民俗风情。20 世纪 50 年代以
后，竹编归口到工艺美术行业，
进入艺术殿堂。在几千年的历史
中，竹编工艺演化出创作主体、
表现形式、工艺流程、编织花纹
上不同。

此次展览展出东阳竹编、桐乡
竹编、宁海竹编、江南竹编藏品四

个品种。昨晚的展览在“纳凉故事
会”“竹编手作体验”中拉开帷
幕。一楼展区主要展出了竹编工艺
的发展历史、工序、材质及竹编工
艺使用工具。东阳竹编技艺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何福礼的作品尤其
引人注目。其中一件 《竹丝白鹤
鼎》 造型优美，流光溢彩，一只
白鹤在塔顶昂首挺立，显得超凡
脱俗，两只飞龙盘踞左右，吞云
吐 雾 ， 生 动 逼 真 。 专 家 告 诉 记
者，从工艺看，这件作品采用了
双菱、穿藤、贴片等多种编法，
手工精密，纹理细腻，是东阳竹
编的代表作之一。何福礼的另一
件作品则以大松鼠关爱窝中小松
鼠为题材，生动活泼，充满生活
情趣。桐乡竹编技艺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钱利淮出生于 1985 年，是
年轻一代竹编工艺师的代表。他
的作品 《竹编水乡》 系列在设计
上大胆创新，行云流水，富有动
感，充满活力，工艺上融合了各家
之长，深受观众好评。

宁海竹编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
人俞兴甫从小拜父亲为师学习竹编
技艺，但一直做粗活，年过花甲才
重从事竹编细作。他的作品 《刷
帚》 看似简单，实则处处用心，

不管是选材还是打磨无不费尽心
力。江南竹编收藏家何晓道创作
和收藏的作品是这次展览的重头
戏 。《圆 篮》《夏篮》《行书箱》

《针线篓》《小簸箕》等几十件作品
琳琅满目，件件是精品，既有实用
价值，又是艺术品，让人爱不释
手。

市文化馆“温·故”非遗手工艺展竹编展举行

图为市民观赏省第五届“群星”视觉艺术大展作品。 （周建平 摄）

昨晚，国家级非遗项目东阳竹编代表传承人何福礼在现场制作竹编作
品。 （周建平 摄）

【紧接第 1版①】最高保额每亩
2000 元，能繁母猪重大病害、灾
害险额为每头保费 78元，最高保
额1300元。

我 市 还 探 索 建 立“ 首 席 专
家+科研团队+种养大户”的“三
结合”科研机制，允许事业单位的
种业经营管理人才、科研人员，保
留原有身份去创办种业企业。

这一高“含金量”的政策犹如
催化剂，鼓舞了技术人员再次创
业的信心。由我市农技人员牵头
创办的微萌种业有限公司就是这
样应运而生的。仅用了四年时间，
微萌凭借灵活的体制优势和强大
的创新研发能力，如幼苗般茁壮
成长，一跃成为浙江省最大的瓜
菜种业“领头羊”，跻身全国同行
前十五强，杂交青梗菜育繁推一
体化居全国领先水平。公司负责
人薄永明说，从无到有，从有到
强，公司已建起瓜类、茄果类、十
字花科等种子生产基地，成为市

“3315”计划入选项目。微萌的快
速崛起，在业界堪称一个奇迹。

作为我市民营制种企业的代
表，慈溪市德清种子种苗有限公司
在公司创办人潘德清的带领下，开
展“慈茄一号”黑藤茄、“慈脆一号”
酥甜白脆瓜、“慈椒一号”等地方品
种育繁推一体化科技攻关和应用
示范，近三年繁育新品种一级良种
3000多公斤，实现销售收入940余
万元。

甬优系列杂交水稻、微萌系
列西甜瓜、浙系长毛兔、振宁黄
鸡……宁波种业创新全面开花结
果。到去年底，我市微萌种业、丰
登种业、甬苗种业、德清种苗、绿
野蔬菜等 5家持证瓜菜种子企业
拥有种子制种面积近 9000亩，制
种总量 37.8 万公斤，销售额 7076
万元，分别比五年前增长 275%、
239%、315%，其中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瓜菜品种种子销售额占到
总销售额的85%以上。

团队协作，科研实力
持续提升

立足自主创新，选育优良品
种，这是我市种业的立身之本。众
所周知，培育一个新品种，前期投

入不菲，且要历经漫长的试验过程。
为此，我市积极探索育种新模式，由
政府搭建育种平台，企业担纲创新
主体，多措并举，推动种业发展。随
着新品种选育不断突破、种业经营
规模不断扩大，一批科研技术团队
脱颖而出，成为推动我市现代种业
发展的中坚力量。

甬优杂交水稻育种团队在籼粳
杂交间杂种优势利用上不断突破。
2013 年有 6 个新品种通过审定，6
个不育系通过鉴定。到今年上半
年，我市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甬
优系列杂交水稻46个，其中甬优6
号、甬优 12 号、甬优 15 三个品种
被农业部认定为籼粳杂交超级稻品
种。

蔬菜科研人员组成的瓜菜育种
研究团队围绕“西瓜、甜瓜及瓜类砧
木等精品瓜菜育种，榨菜、雪菜等地
方传统特色蔬菜育种，小青菜等叶
菜类民生蔬菜育种”三个方向开展
研究，经过多年努力，在耐高温耐湿
脆肉型甜瓜、耐低温高湿弱光瓜类
嫁接砧木、春榨菜、雪菜雄性不育系
及杂交新品种选育方面取得突破性
成就，研究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先后
育成通过浙江审定（认定）24个，申
报植物新品种权 10 个，分别比 5 年
前增加9个和10个。

“甬甜 5号”在宁波结对的新疆
库车落地开花，成功推广面积超过
5000 亩 。作 为“ 团 结 瓜 ”和“ 致 富
瓜”，“甬甜 5号”深受当地瓜农和消
费者的喜爱。市瓜菜育种研究团队
科研人员表示，这一甜瓜品种是在
哈密瓜风味基础上，提高了抗病性
和栽培适应性，创造性地破解了哈
密瓜品种抗病性差的遗传难题，成
为浙江省第一个通过审定的小哈密
瓜品种。

“甬甜 7号”是国内首个通过网
纹甜瓜与哈密瓜变种间杂交获得的
甜瓜一代杂种，耐高温性好，不易裂
果，解决了脆肉型甜瓜生产中易裂
果、商品率低的难题，多次被列入浙
江省、宁波市主导和推荐的甜瓜品
种。

据市农业局种子管理站提供的
数据，目前我市选育并经省级以上
审定的农作物新品种达 94 个，比
2012年增加46个。宁波现代种业昂
首阔步走在全省前列。

【上接第1版②】
云端对账，小分队争先进

位。“微信平台上每月项目进度
都会发榜，落后就亮红灯，每个
小分队都较着劲呢。”金汇小镇
攻坚小分队负责人直言压力不
小。为打响“新金融+历史文
化”特色小镇品牌，小分队积极
筹办中国股权投资论坛，邀请经
济专家、商界精英考察、调研小
镇；浙洽会期间，小分队又牵线
北京丰图投资有限公司，与小镇
签下总投资 5亿元的金融资产项
目；小分队主动与部门对接，开

通金融办、市场监管、税务等绿色
通道，磁吸 369家新金融企业集聚
……8 月，月湖金汇小镇成功入选
第三批浙江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
单，月底绩效对账，攻下一役的金
汇小镇攻坚小分队亮起了绿灯。

据了解，自“海曙行动”微信
平台启用，全区 336个攻坚项目全
线提速，其中月湖金汇小镇、鄞奉
路片区二期、环球广电项目、棚户
区改造、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月
湖水生态综合整治清淤等一大批重
点难点项目取得突破，重大项目建
设攻坚破难率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