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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林
磊 张一青） 9月21日，作为第十
五届亚洲艺术节重头戏之一的“文
明的回响——匠作之美”展览将在
宁波博物馆拉开帷幕，其中将有我
市的非遗精品参展，如金银彩绣、
越窑青瓷、泥金彩漆、清刀木雕等
手工艺瑰宝，精美绝伦。

据悉，“文明的回响”为系列
展览，本次以“匠作之美”为主
题，盘点中华匠作。展览汇集了来
自全国各地数十种工艺品种，涵盖
金属工艺、石雕、玉雕、印染等众
多领域，既有堪称稀世之宝的古代
器物，也有当代艺术家妙用传统工
艺的最新成果。

参展艺术家中，既有国家级工
艺美术大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也有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当代艺
术家。展览以丰富的展陈内容，形
态的时空交汇，将在亚洲艺术节期
间呈现给观众一场视觉的盛宴，让
观众从多种角度理解中华民族优秀
的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活跃的互动
演进，感受工艺之美、匠人之美、
劳动之美。

记者昨日下午在宁波博物馆展
厅看到，现场摆放的宁波非遗精品
中，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馆长裘群
珠的一组 《群鹭图》 引人注目。
裘群珠 16 岁开始学习金银彩绣的
技艺，2010 年创办宁波金银彩绣
艺术馆，着力打造金银彩绣产业
链，馆内制作的工艺品、礼品深受
市场欢迎。此次宁波博物馆的展柜
中陈列了她的几幅绣品，芦苇丛中
的鹭鸟姿态各异，流光溢彩。

1972 年开始从事陶瓷设计工
作的孙迈华，是越窑青瓷烧制技艺
的传承人。为保护、传承上林湖越
窑青瓷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生产
失传千年的上林湖青瓷生产工艺流
程,他整理、挖掘历史资料，寻找
瓷土，经过近百次烧制试验，不断
地摸索和实践，花了十多年的时
间，成功烧制了上百件上林湖古代
越窑青瓷仿制品，研究出上林湖越
窑青瓷精品“秘色瓷”。昨日下
午，记者见到孙迈华的两件作品安
放在展柜中，分别为松鹤书卷筒和
刻花将军罐。他的儿子孙威也将保
护传承青瓷文化作为自己终生的使

命，2004 年大学毕业后跟随父亲
从事越窑青瓷烧制，这位“小陶
工”展出的作品为《知秋》。

展厅中的“父子兵”还有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黄才良和黄雍，作品
为清刀木雕 《梁祝》 和 《海童》。
黄才良创办了宁海东方艺术博物
馆，他从事泥金彩漆和清刀木雕技
艺数十年，拥有这两项非遗创作和
研发的核心技能，已为这两项技艺

指导和培养年轻技工百余人，其创
作 的 泥 金 彩 漆 十 里 红 妆 系 列 在
2015 年荣获民间文艺最高奖项“山
花奖”。儿子黄雍是省级非遗清刀木
雕代表性传承人，昨日他向记者介
绍了自己“带点传统，结合趣味”的
作品《海童》，“这是民间传说中散财
童子的形象，与海洋有关。”记者在
展厅看到了一个形态有趣的儿童，
穿着水手服，微微斜戴着海军帽，双
手抵着下巴，下面还有金光灿灿的
船锚，看了让人心生欢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
上了宁波的非遗项目，积极投身非
遗传承。黄才良的徒弟胡亮亮、王
琼、王占奎都是“90后”新生代传承
人，他们创作的泥金彩漆作品双龙
长梁提桶、软梁提桶、六角和盒等洋
溢着喜气。胡亮亮已经学艺 8年，现
为宁波东方艺术品有限公司泥金彩
漆技术组组长，在师傅黄才良的言
传身教下，他沉浸在泥金彩漆的工
艺世界里，作品曾作为宁波市赠送
给东亚、欧美等地友好城市的礼品，
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异国他乡大放
异彩。王琼和王占奎都是宁波泥金
彩漆创新团队成员，其中王琼擅长
花鸟堆塑，屡次在国内行业大赛中
荣获金奖，创作的泥金彩漆作品不
仅宁海百姓喜欢，连江苏、山西等地
的民众都不远千里前来订上一套泥
金彩漆作为女儿的嫁妆。

21日，宁波博物馆见！
宁波非遗精品参展亚艺节大展

图为参展的宁波非遗精品。 （周建平 摄）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2017
全民健身大讲堂秋季站活动昨天下
午在南塘老街城南书院举行，刚刚
参加完全运会和学生运动会的宁波
游泳选手汪顺来到现场，畅谈自己
学习游泳的经历，分享游泳健身的
知识，并与参与活动的市游泳队小
队员和市民进行了互动。

活动现场，汪顺为市民展示了
他历年来获得的奖牌，并分享了他
训练和比赛背后的故事。汪顺的父
母也来到了现场，和大家一起回顾
了汪顺当初开始学习游泳时候的趣
事。当大屏幕上展示出汪顺小时候
萌萌的照片时，现场的人都笑了。
汪顺的妈妈笑着说，时间过得很

快，练习游泳让汪顺变得帅气、阳
光，而且对父母很有孝心。

汪顺透露说，他小时候练游泳
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小时候教
练也没有逼迫太多，挺开心的。”
汪顺说，他寄语现场的市游泳队小
队员，“不要把游泳当成任务，用
开 心 的 心 态 去 游 ， 这 样 帮 助 更
多。”汪顺表示，经常游泳可以取
得很好的健身效果，“游泳最大的
好处是消耗比较大，而对身体的损
伤最小，女孩子减肥塑身，男孩子
练习倒三角肌肉，游泳都是很好的
选择。”

宁波市体育局副局长徐健代表
主办方出席了本次活动。徐健表
示，汪顺作为当下宁波游泳运动的
一面旗帜，对我市游泳运动的推广
和普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近年
来，我市体育部门为推动全民健身
的开展，举办了多项群众性的游泳
健身活动，接下来我市还将推出一
些新举措，希望能促进群众体育和
竞技体育健康有序发展。

汪顺走进全民健身大讲堂

图为汪顺与宁波游泳队的小朋友们合影。 （胡龙召 摄）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通
讯员洪柳）“江阴周庄”2017 中
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业余棋王
赛浙江赛区宁波市预选赛前天
在市老年体育中心结束。共有
139 名棋手参加了 14 个组别的
比赛。这项比赛的参赛选手年
龄从 6 岁到 60 岁，涵盖了各个
年龄段，可以说是对我市业余
棋手水平的一次大检阅。在宁
波市预选赛之前，北仑、高新
区、慈溪等区县 （市） 还进行
了分区赛。

最终获得宁波市各年龄组棋

王称号的分别是：男子老年组张治
东，女子老年组蔡学娟；男子公开
组赵爱民，女子公开组施梦佳；男
子少年组徐昱俊科，女子少年组胡
家艺；男子儿童甲组董禹铭，女子
儿童甲组朱兰婷；男子儿童乙组赵
一凡，女子儿童乙组徐思媛；男子
儿童丙组凌铭彦，女子儿童丙组吕
昕原；男子幼儿组陈许皓轩，女子
幼儿组王柠。

本次比赛公开组、老年组、少
年组和儿童甲组这四组比赛的男女
棋王将代表宁波市参加 10 月份举
行的浙江省棋王赛。

各年龄段象棋“棋王”揭晓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记者
从日前召开的宁波市围棋协会委
员会会议上获悉，伴随着围棋进
校园活动的广泛开展，宁波少儿
围棋培训蓬勃发展，近几年学习
围棋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
计，全市围棋爱好者有20万名。

在今年的省体育大会围棋
比赛中，宁波市代表队成为最
大赢家，在 6 个项目中获得一
半金牌和一半铜牌。在今年的
梦百合世界围棋公开赛八强战
中，宁波棋手谢科闯进四强，

取得了宁波棋手在世界大赛中的
最好成绩。

当天，市围棋协会还对一批先
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余姚市
围棋协会等单位被授予“2012-
2016 年宁波市围棋工作最佳成就
奖”，慈溪市围棋协会等单位被授
予“2012-2016 年宁波市围棋工作
先进集体”称号。陈荣等人被授予

“2012-2016 年宁波市围棋先进工
作 者 ” 称 号 。 熊 伟 等 人 被 授 予

“2012-2016 年宁波市优秀围棋教
师”称号。

围棋爱好者已有20万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
员胡君） 2017 年“中国人寿财
险杯”宁波市青少年高尔夫巡回
赛东方站的比赛前天在东方高尔
夫球场举行，来自观澜、赫德等
高尔夫球俱乐部的 50 多名小球
手参加了比赛。最终陈智凌、盛
泓霖、陈奕铭、陈奕湖获得各组
冠军。陈奕铭、冯圣理、严子俊
位列总杆前三名。

今年宁波市青少年高尔夫
比赛设置了三站，本次比赛是
巡回赛的第二站，主要面向 7
周岁至 16 周岁的宁波市户籍青
少年，采用 9 洞个人比杆赛形

式 。 面 对 这 项 青 少 年 高 尔 夫 比
赛，赛事运营方观澜高尔夫提供
了和职业比赛一样专业、贴心的
赛事服务，同时对小球手提出了
类似职业选手的严格要求。市体
育局邀请了宁波市各高尔夫球俱
乐部的专业裁判来执赛，希望通
过严格的比赛要求，磨练选手们
的心理素质和综合素质，打好宁
波青少年高尔夫比赛的基础，争
取早日与全国比赛接轨。同时，
市小球训练中心和市高尔夫球协
会还计划在后续的赛事中加入更
多互动和趣味性环节，让孩子们
爱上高尔夫。

青少年高尔夫巡回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南华 象山记
者站陈光曙 通讯员林子杰） 省
级文保单位——象山爵溪街心戏
亭的维修工程日前完工。

街心戏亭位于象山县爵溪街
道玉泉社区的十字街口，因爵溪
古城的城墙沿山依势蜿蜒而上呈
船形，且地处沙汀，历来有“沙
船城”之称，从远处观望，沙船
城的南门好比是“船头”，街心
戏亭则是船中心，故此亭象征

“桅杆”又称“桅亭”。戏亭坐北朝
南呈方形，外形为皆呈飞檐状的双
重檐、顶攒葫芦状尖塔，始建于清
乾隆三年 （1738 年）。因戏亭彩绘
脱落、局部木结构建筑损坏，经省
文物局批准，今年 6 月至 9 月，象
山县耗资近百万元，在保存街心戏
亭的历史面貌和建筑特色前提下，
对戏亭本体及北侧四间厢楼进行了
保护性修缮，现初步通过市文保专
家验收。

象山爵溪街心戏亭维修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