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扬婺剧听起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婺剧俗称金华
戏，是一种拥有高腔、昆曲、乱弹、徽调、滩
簧、时调六种声腔的多声腔剧种，有 400 多
年历史，流行于金华、衢州、丽水等地，为浙
江省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婺剧古朴浑厚、唱
腔高亢、音乐丰富、武功见长，具有鲜明的地
方特色，有《白蛇传》《僧尼会》等传统剧目
700多出。

如果你想近距离感受婺剧，中国婺剧院
是上佳的选择。这里位于金华江、义乌江、武
义江三江交汇的燕尾洲公园，不仅外观壮
丽，还可以看到众多精彩的婺剧演出。不仅
如此，在其周围更是景色迷人，值得一游。

地址：燕尾洲路208号中国婺剧院
体验咨询：0579-82337320

非遗体验动起来

面塑、剪纸、陶艺、根雕、漆画、扎染、棕
编、木板拓画、活字印刷……这些传统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听着就很想去体验一番吧！那
就来金婺非遗文化体验中心吧，这是金华首
家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验场馆。

体验中心分美食、陶艺、编制曲艺、雕刻、
金婺黑陶五大区域，每个区域内又分为多个
非遗技艺区块。在这里，你可以与活跃在非遗
技艺普及与传播一线的非遗传承人共同动
手，以一颗最质朴的匠心，用手中最简单的工
具制作一件只属于你的非遗作品。在体验传
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中，感受到非遗项目的
独特艺术，了解传统文化的积累沉淀。

地址：婺城区城中街道杨环路36号
体验咨询：18957923008，18058999753

琐园古村学印刷

到琐园旅游，不仅能欣赏到精美的古建
筑，这里的非遗馆还有着诸多颇具特色的非
遗体验，值得带孩子一去。

拓印是南朝时出现的一种印刷技术，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其中孩子们可以
体验的碑拓，是将碑版上的文字或图像，用
宣纸紧覆在碑版上，用墨打拓其文字或图
形，然后将纸揭下，纸上便会留下碑版上的
文字或图形。

扎染古称扎缬、绞缬、夹缬和染缬，是中
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染色工艺。其工艺特点
是用线在被印染的织物打绞成结后，再进行
印染，然后把打绞成结的线拆除的一种印染
技术。在体验过程中，孩子们可 8 至 10 人一
组，自己捆扎方巾，确定颜色，后进行染色。
20至30分钟后，清水漂洗，阴干即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并称为中国四大
发明。在非遗馆，孩子们可自行选择6首诗词
中的一首，按照内容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
字盘内，涂墨印刷。这项体验年龄跨度为小学
1至6年级，字数和难度不一，非常有意义。

地址：金东区澧浦镇琐园村
体验咨询：0579-82161716

城隍庙里看摆胜

汤溪城隍庙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是一座建筑宏伟、雕刻精细、保存完整的
古建筑，其建筑构件雕刻体现了我国古代建
筑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历史欣赏价
值，颇受游客青睐。汤溪城隍庙摆胜是当地
最具地方特色的祭祀酬神礼仪。从明成化年
间开始，每逢农历十二生肖，凡逢鼠年、龙年
和猴年的四月十六(汤溪首任县令宋约的诞
辰)，汤溪城隍庙都要举行隆重的“摆胜”活
动以示尊崇。

这一天，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人也从
四面八方赶来，并以精湛的手艺表达祝福和
祈愿。2012 年，金华市非遗保护部门和城隍
庙文保所把“摆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挖
掘、整理，并将它恢复，重新发挥传统文化中
的惩恶扬善的作用。

地址：金华开发区汤溪镇中山路60号
体验咨询：13095871676

水亭舞动断头龙

水亭是冬季旅游的好去处，不仅风景
秀丽，还有一项传统的民间艺术，就是

“断头龙”舞表演，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水亭断头龙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龙
头、龙身是分开的。因此通过龙珠可单独
表演出一套套带有技巧性的高难度动作，
龙身每换一个阵图，龙头和龙珠就舞出一个
套路，表演不受龙身的牵制。此外，龙珠、龙
节中还可点燃红烛，夜间起舞时，千姿百态、
色彩斑斓、变化多端、敏捷轻快。

地址：兰溪市水亭新天地生态休闲农
庄

体验咨询：13588637520

木雕竹编堪称双绝

东阳木雕和东阳竹编是“工艺美术之
乡”——东阳的一对并蒂奇葩。东阳木
雕，因地而名，为浙江三大名雕之一，居
全国四大木雕之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
间工艺之一，被誉为“中华一绝”。东阳竹
编以立体编织为主，结合平面编织技艺，
编织精细，造型生动，色彩典雅，具有浓
郁的民间美术特征，体现东阳竹文化的地
方特色。

如果你想体验这两项非遗，中国木雕
博物馆和东阳中国木雕城是必去的地方。
前者是东阳首个国字号博物馆，并依托东
阳竹编设置中国竹工艺专题展厅，后者是
全国最大的木雕工艺品和木雕红木家具集
散地，展示着各种艺术流派的木雕工艺精
品，被誉为“魅力木雕之都，精品木艺之
城”。

地址：中国木雕博物馆位于东阳市世
贸大道 180 号，东阳中国木雕城位于东阳
市世贸大道188号

体 验 咨 询 ： 中 国 木 雕 博 物 馆 0579-
86520186，东阳中国木雕城0579-86520128

百子灯里造型巧

佛堂古镇白墙青瓦、典雅清秀、独树

一帜，引来游人如织。镇上保存许久的传
统技艺同样值得体验。这里的田心花灯又
名“百子灯”，是在一根长约 3米的主竹竿
前端，挂一盏主灯，竹竿的左右各分五个
丫，各挂五盏灯，合称为“一树灯”。每树
灯有十一盏，它代表同一个太公名下的十
一个房头，俗话说：“一树抽百丫，一祖繁
百子”。

“百子灯”以造型别致、色彩晶莹、小
巧玲珑而著称。做工考究，针刺均一、图
案精美、无骨灯身、浑然一体。

地址：义乌市佛堂镇下街22号
体验咨询：0579-89985767

永康锡雕鉴赏高

永康锡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在永康，有一座收藏锡器的民间博物
馆——永康锡雕馆，于 2011年建成并免费
对外开放交流。

这里同样也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宣传展示基地，非常值得一游。展馆按保
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
分别布置了古锡器、传统纯手工锡器、现
代锡器三个展厅。展馆另设有永康锡雕手
工作坊，还配备了多媒体播放展示，让参
观者可以参与打镴的全过程，使永康锡雕
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游客。

地址：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山大厦25楼
体验咨询：15888906168

江南第一家赏板凳龙

据 《浦江县志》 记载，浦江早在宋
代就已十分流行舞龙。到如今，全县几
乎村村有龙灯，扎龙舞龙等民间灯彩艺
术发挥到极致，这也是浦江对龙灯具有
特殊感情的见证。2006 年，浦江板凳龙
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浦 江 板 凳 龙 的 独 到 之 处 在 于 “ 板

凳”两字。顾名思义，板凳龙就是用一
条 条 板 凳 串 联 起 来 代 替 龙 身 的 龙 灯 品
种。江南第一家的板凳龙更是当中的佼
佼者。游客在欣赏舞龙的同时，还可以
感受到这里丰富的古代家族文化和特色
的明代建筑组合。

地址：浦江县郑宅镇
体验咨询：0579-84288363

0579-88062051

武义漆器诉传奇

武义大漆髹饰技艺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历史悠久，工艺水平高。金华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漆香草堂创始人钟
宏云，本着以恢复传统大漆髹饰技艺为己
任，16岁开始拜师学习漆画技艺，潜心钻
研漆器漆画工艺，很好地继承了这种巧夺
天工的传统装饰工艺，并恢复了金华失传
400多年的“脱胎漆器”技艺。同时结合现
代生活及审美大胆创新，还采用瓷器、不
锈钢坯体等材料与漆画的新融合，创作生
产了漆器砚台、漆器挂画、漆器屏风、漆
器日用品等系列产品，让过去只有贵族收
藏的漆器艺术品走进寻常百姓家。

有兴趣的市民不妨跟着这位大师去体
验一番，其所在的大田乡各村庄也是各具
特色，或风景旖旎，或历史底蕴深厚，是
乡村游的不错选择。

地址：武义县大田乡宏阁村
体验咨询：13738951911

赶茶场民俗荟萃

“赶茶场”起源于宋代，流传在磐安县
玉山镇一带，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
文化内涵的民俗文化活动。想体验的游客
不妨趁此期间到玉山镇游览一番。其间，
颇具文化特色的“叠罗汉”“抬八仙”“骆
驼班”“铜钿鞭”“大花鼓”和迎“大凉
伞”等表演艺术活动纷纷举行，其中最为
吸引人的是“迎龙虎大旗”活动，该大旗
高 33 米，旗面长 26 米，宽 23 米，旗面积
近600平方米。

“赶茶场”于 2008 年列入中国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地址：磐安县玉山镇马塘村
体验咨询：0579-84715828

邀请人：金华旅游
1月12日

来自民间的非遗邀请函亲爱的游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

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
的结晶。在金华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
里，曾留下了数不清的非遗文化和岁
月印迹，无声地诉说着那些辉煌与风
采。如今这些非遗文化，更是成为宝
贵的旅游资源，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
前来。

这是一封来自民间的非遗邀请
函，邀请你走进金华的璀璨长河，在
共同体验旅游的美好同时，感受非遗
文化带来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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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邮储银行诞生的那一天，就有
服务“三农”的天然基因，遍布城
乡的网点是邮储银行开展金融业务
的最大优势。目前，邮储银行宁波
分行拥有农村网点 278个，占网点
总数的 88.8%；建成信息化村邮站
1286 个、邮乐购网店 3586 个，打
通 了 农 村 金 融 服 务 “ 最 后 一 公
里”。过去一年，该行提升网点金
融服务能力，为全市发放养老金
26 亿元，代发新农保、农民低保
等专项涉农资金2.32亿元。

去年，该行抓住慈溪试点土地
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机遇，成功开展
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农
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业务，一个
月内便发放 8笔贷款。开发、投放

“农家贷”“休闲渔船抵押贷”新产
品，去年 8 月，“农家贷”在象山
落地，一个月内发放9笔贷款。

此外，邮储银行宁波分行去年
还与相关部门签订《扶贫战略合作
协议》，成为我市“扶贫贷”唯一
全面合作代理行。“光伏贷”成功
落地，向4家光伏企业发放贷款82
笔，涉及金额368.5万元。

“两小战略”催热小微金融

针对小微企业和“双创”企业
融资需求，邮储银行宁波分行设立
了小微企业贷款特色支行，主动帮
助小微企业，在金融服务业综合考
评中获二等奖，并被授予融资贡献
先进单位称号。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在慈溪、宁
海、奉化等地持续推进再就业小额

担保贷款工作，到去年 10 月末，
累 计 发 放 再 就 业 小 额 担 保 贷 款
1642 笔，金额达 3.49 亿元。针对
科创企业，相继推出了“科技贷”

“科银保”等产品；针对文化创意
企业，重点打造“三板贷”、“税易
融”等特色产品，累计为 60 余家
文创企业提供信贷近 3 亿元。此
外，还针对中小民营企业，推出了

“快捷贷”“转期贷”“信易融”等产
品。据统计，截至去年 10月末，该
行小微企业贷款结余78.81亿元，占
全部贷款比重的25.34%。

全面发力，推动“名城
名都”建设

去年，邮储银行宁波分行依靠
总行资金优势，积极争取邮储资金
回流，助推宁波“名城名都”建设。

立足政府重点项目，邮储银行
宁波分行向总行争取了 200亿元资

金，用于东部新城PPP项目、轨道
交通 5号线工程、海运高速公路项
目等 14 个重点项目。根据宁波民
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该行去年
积极争取总行支持，成功对雅戈
尔、奥克斯、杉杉控股等 33 家龙
头企业授信，其中，支持全国 500
强企业 18 家，支持宁波市百强企
业22家，额度超过100亿元。

去年，该行积极推进贸易融资
业务向本外币、表内外一体化发
展，开展国内信用证业务、进口代
收项下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和人民币
融资性保函业务、供应链项下的国
内保理业务。其中，跨境融资、国
内信用证项下融资、境内外保函等
三项业务在邮储银行系统居前五
名。

近日，邮储银行宁波分行出
台金融支持“中国制造 2025”试
点示范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今年起，该行制造业贷款占比每
年提升 3.5个百分点，到 2020年预
计为30%。

根据行动计划，未来三年，邮
储银行宁波分行将以细分行业龙头
企业为重点，加大金融服务力度，
推动我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做大做
强；总行、分行、支行三级联动，
为石油化工行业提供绿色金融服
务；聚焦一般装备制造业，推动通
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宁
波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聚焦碳
材料、高分子材料、高性能磁性材
料等领域，帮助相关企业完善体
系、扩大产能、提高技术水平。

近日，邮储银行宁波分行迎来了10岁“生日”。笔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0年来，该行累计回
流资金1600亿元，助力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其中，以服务“三农”、小微企业和社区为发展定位的普惠金
融工作成效显著。该行被授予“宁波市金融支持创新驱动、加快经济转型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先进单位”称
号，并连续4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信贷政策导向评估A类银行称号——

1600亿元“回流”向何方？

金融服务小微“三农”进行时
宁波银监局、宁波市银行业协会协办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助力宁波经济社会发展。 （张正伟 摄）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孙佳丽
通讯员胡佳榴） 近日，省工商局
新认定了 9 个省级专业商标品牌
基地，我市宁海县手电筒品牌基
地和慈溪市汽配品牌基地榜上有
名。

省级专业商标品牌基地认定
始于 2004年，旨在发挥基地企业
个性化品牌孵化器、推进器的平
台作用，为企业注册、使用、提
升和保护商标创造更好的环境。
截至目前，我市已拥有 11个省级
专业商标品牌基地，促进了区域
性特色经济从“单打独斗”向

“抱团出击”转变，从“块状经
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

据了解，宁海县西店镇是国
内最大的镇级手电筒生产基地，
占据了全国 70%的手电筒市场份
额，拥有企业 800 余家，其中规
上企业 29家。慈溪市是国内汽车
零部件产业的重要集群地。

“品牌基地的创建，不仅可以
提高行业知名度，而且可以为会
员企业带来极大的品牌效应。”市
市场监管局商标处相关负责人
说，我市将继续支持具有产业集
聚趋势的重点行业建设省级专业
商标品牌基地，引导优势产业龙
头企业、行业协会等注册集体

（证明） 商标，进一步提升区域品
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我市新添两个
省级专业商标品牌基地

本报讯 （俞永均 崔陆晟
林苗） 10 日，宁波检验检疫局
为宁波环海电器有限公司的一批
电熨斗签发了中国-格鲁吉亚自
贸 区 原 产 地 证 书 。 凭 借 该 证
书，这批价值 5.4 万美元的货物
预计可享受 2700 美元的关税减
免。据悉，这是我市企业获得
的首份出口格鲁吉亚优惠原产
地证书。

中格自贸协定涵盖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海关程序和贸易
便利化等 17 个章节，今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在货物贸易方面，
格鲁吉亚对中国 96.5%的产品实

施零关税，中国对格鲁吉亚 93.9%
的产品实施零关税。

格鲁吉亚地处“一带一路”重
要节点，是我国重要的经贸伙伴。
近年来，宁波与格鲁吉亚双边贸易
发展迅速。去年1月至11月，我市
对格鲁吉亚的进出口总额为6.49亿
元，同比增长 36.89%。宁波对格
鲁吉亚的主要出口产品为机电产
品、纺织品和塑料制品，主要进口
产品为葡萄酒和金属原材料。根据
降税清单，1 月 1 日起，纺织服
装、日用家电和机电设备等我市传
统优势出口产品，进入格鲁吉亚市
场的关税为零。

中格自贸协定元旦起生效

宁波签发首份优惠原产地证书

昨天，从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入
境的李女士打开手机支付宝，为
其超量携带的电子产品缴纳了行
邮税。据悉，这是我省首个推出
手机扫码缴税的机场。目前，在
宁波空港旅检现场，旅客可以通
过现金、银联卡、支付宝、微信等
方式缴税。

图为旅客通过支付宝缴税。
（姚黎 董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