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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宁波体育努力为名
城名都建设添砖加瓦，为推动健康
宁波建设助阵助力，以“便民惠
民”为核心应对群众健身需求，
以“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格局落实工作。
我们梳理了 2017 年的一些重要活
动，诚邀所有关心体育、热爱体
育的市民参与有奖投票评选“十
件大事”。

1、全运会赛场宁波健儿勇夺
11金13银12铜

在去年 8月举行的第十三届天
津全运会上，我市有 132名选手参
加了 30 个项目的比赛，夺得 11 金
13银12铜，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2、全国棋牌万人同赛主会场
亮相甬城

2017 年 8 月 8 日，“全民健身
日”全国棋牌万人同赛主会场活动
在宁波举行，本次活动除进行围
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等棋牌
项目比赛外，还设置了“围棋课
堂”和“棋类体验区”。

3、首届中国（宁波）体育产
业博览会举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中国 （宁
波） 体育产业博览会在宁波市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体博会由展览
会、高峰论坛、体育赛事三部分组
成，展览会总面积 2万平方米，近
150 家企业参展，近 3 万名观众进
场参观。

4、梅山国际赛车场投入运营
并举办首次赛事

梅 山 国 际 赛 车 场 耗 资 9.5 亿
元，占地 1111 亩，拥有国际汽联
FIA、国际摩联 FIM 双认证的二级

赛 道 。 去 年 10 月 13 日 至 15 日 ，
WTCC 世界房车锦标赛、CTCC
中国房车锦标赛与 F4 中国锦标赛
三大顶级赛事在这里上演。

5、中日韩田径对抗赛推动三
国田径交流

2017 年 7 月 2 日，中日韩田径
对抗赛在宁波市体育中心举行，中
日韩代表团共129人参加了比赛。

6、宁波体育赛事推向市场实
现社会办赛

2017 年 ， 市 体 育 局 推 出
《2017 年宁波市体育赛事活动推介
招标书》，50多项赛事活动面向社
会招标，其中包括宁波市全民健身
大讲堂、宁波市体育嘉年华展示大
会等大型传统群体活动。

7、“中国宁波一号”帆船队
正式扬帆起航

2017 年 1 月 24 日，宁波市体
育局、宁波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管
委 会 与 香 港 “ 中 国 一 号 （China
One） ”帆船公司签订了帆船队合
作协议。“中国宁波一号”船队获
得 2017 年 M32 级双体船世界锦标
赛冠军称号。

8、亚运会帆船（帆板）基地
落户象山松兰山

2017 年 9 月 16 日，中国·浙
江海洋运动中心 （亚帆中心） 项目
落户象山县松兰山长咀头区域，项
目总投资约 7.6 亿元，建筑面积近
9 万平方米，亲水平台 2 万平方米
左右，泊位1000个左右。

9、宁波围棋迎来城围联赛和
世界冠军争霸赛

2017年 3月底，宁波疏浅围棋
俱乐部成立，宁波疏浅队在今年的

城市围棋联赛常规赛阶段取得 13
胜 2 负的佳绩。去年 11 月 3 日，
2017 围棋世界冠军争霸赛在宁波
杭州湾新区落下帷幕，周睿羊九段
夺得冠军。

10、2017年中国铁三联赛在
东钱湖收官

2017 年 11 月 5 日，2017 年中
国铁人三项联赛收官之战——宁波
东钱湖站赛事拉开帷幕，70 余家
俱乐部、近 700名运动员在东钱湖
畔展开激烈角逐。

11、浙江省羽毛球队主场落
户奉化体育馆

2017 年 8 月 21 日，羽超联赛
浙江队主场签约仪式和浙江省羽毛
球队训练基地授牌仪式在奉化体育
馆举行，此后三年全国羽毛球俱乐
部超级联赛浙江队的主赛场均为宁
波市奉化体育馆。

12、省第三届体育大会宁波
代表团成绩斐然

浙 江 省 第 三 届 体 育 大 会 于
2017 年 4 月至 10 月在舟山举行，
宁波代表团以 65金 47银 57铜团体
总分 1715 分，实现金牌、奖牌和
团体总分均获第二的优异成绩，还
获得了优秀组织奖、全民健身活动
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13、宁波体育产业增幅超过
全省平均水平7个点

2017 年全市体育产业总产值
达319.91亿元，实现增加值99.3亿
元，占全市 GDP 比例 1.143%，同
比增幅 20%，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7
个点，体彩年度销量达 21.21 亿元
人民币，再创新高。

14、国家攀岩集训队落户宁

波
去年 12 月 31 日，国家攀岩集

训队合作共建、浙江省攀岩项目省
队市办签约仪式在宁波举行：浙江
省体育局、宁波市体育局与国家体
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签订了合
作共建三方协议；浙江省体育局、
宁波市体育局签订了省市联办合作
协议。

15、宁波首家电竞主体产业
园正式开业

去年 11 月 18 日上午，宁波市
第一个专业的电竞主体的产业园
—— 杰 杰 1995 电 竞 乐 园 正 式 开
业，宁波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筹委会
也在该园正式启动。

16、宁海登山步道标准在全
国推广

宁海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全线
500 公里，覆盖宁海所有的乡镇街
道、90%以上的行政村。目前按照
宁海树立的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标准
兴 建 的 登 山 步 道 全 国 已 有 20 多
条。去年的 10月 28日至 29日，中
国运动休闲大会年度峰会在宁海县
召开。

投票评选参与方式：
关注宁波晚报微信，回复关键

词“体育十大”后即可投票。评选
时间为 1 月 12 日至 18 日，每人每
天都可进行投票，投满 10 票即可
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本次评选活动
共设 5000 元微信红包奖励，奖项
设置为：一等奖 200 元 1 名，二等
奖 50 元 10 名 ， 三 等 奖 10 元 100
名，四等奖 5 元 300 名，参与奖 1
元1800名。

2017宁波体育十件大事
邀您投票评选“TOP10”

文艺女神和行者的家园

微信公众号：定宁街A座

本报讯（记者林海 宁海记
者站陈云松） 11 日，记者在宁
海县大佳何镇见到了宝德中国古
船研究所尤飞君、尤泽峰父子不
远万里从海外购得的 148艘大型
古船和 60 艘船模。面对这些来
自 41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古船
和船模，89 岁的中国船史研究
会名誉会长席龙飞教授等人十分
激动：“这些来自印度洋地区的
缝合船、来自秘鲁的草船……均
为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实物，这些
藏品填补了海洋文化领域的多项
空白。”

据了解，尤飞君、尤泽峰父
子于 2008 年注册成立了宝德中
国古船研究所，与宁波的庆安会
馆等单位合作开展古船文化研究
并致力于舟船文化的推广。他们
承办的“行舟致远”国际航海论
坛已连续举办多年，在海内外影
响越来越大。去年下半年，从国
际海事博物馆协会的同行得知有
关信息后，尤飞君、尤泽峰父子
精心准备、周密筹划，最终顺利
购得这批古船和船模，让来自英
国、俄罗斯、中国香港等地的古
船藏家和博物馆专家羡慕不已。
其中，有一艘世界船王包玉刚送
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耆

英二号”帆船具有特殊意义。这艘
长 19.02 米、宽 6.01 米、高 5.90 米
的帆船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在回归
中国的漫漫旅途中。

当日，前来宁海参加古船系列
收藏评估会的席龙飞教授、中国中
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万明研究员、中
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何国卫教
授、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晓
春、福州大学闽商研究院院长苏文
菁教授等人考察了古船实物后特别
震惊，对这批古船文物给予高度评
价，一致认为这是“中外文化交流
史上的一件大事”。专家们建议，
在这批古船文物的基础上建造一座
亚洲规模最大的海事博物馆，让更
多的人从中领略世界海洋文化的魅
力。

宁海收藏家从海外
购得百余艘古船
规模亚洲最大，权威专家直呼“生
平仅见”

图为席龙飞教授 （左）、万明研究员在现场研究古船。
（林海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宁波籍
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家
刘绪源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10日中午去世，终年68岁。

刘绪源出生于 1951 年，笔
名柳园、榴雨，他当过造船厂电
焊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

《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
报》 副主编、《文汇报》“新书
摘”主编及 《文汇报》“笔会”
副刊主编等职。1970 年起，他
开始发表作品，1992 年加入中
国作家协会，著有中长篇小说
《“阿戆”出海》《过去的好时
光》， 长 篇 随 笔 《逃 出 “ 怪
圈”》《人生的滋味》《体面的人
生》《苦茶与红烛》，散文随笔集

《隐秘的快乐》《冬夜小札》《桥
畔杂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学术理论著作 《解读周作人》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文心雕
虎》等。

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
界有突出贡献，他从审美价值出
发，构建了儿童文学母题理论，
并在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从
作家的创作中发现“新质”、完
善理论；他的学术研究范围涵盖
了中国现代文学、美学、哲学等
范畴；他的评论文章和学术随笔

又具有鲜明的“美文”特质；同
时，他还以一双编辑的慧眼发掘了
很多优秀作者。

浙江省作协儿童文学创委会委
员、宁波市作协副秘书长王路告诉
记者，去年 9月，浙江省作协举行
儿童文学年会时，刘绪源老师特意
抱病参加，还作了 《浙江人的拗
劲、内向和低调及其对文学的影
响》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浙江虽
然山清水秀，但是浙江人性格上有
一种内在的拗劲，不屑于做什么流
派。浙江的第一流儿童文学作家非
常多，包括汤汤的童话、小河丁丁
的小说、慈祺的诗、赵海虹的科
幻、毛芦芦的散文、王路的都市化
小说。还有沈虎根、张婴音、谢华
等老当益壮的作家，他们就如同小
说高雅的土地，引导、扶持、培育
了一批作家。王路说：“我至今还
记得刘老师特别向我们这些青年作
家指出文学是什么。他说，鲁迅曾
说过‘大量的木材，才形成一小块
的煤。’当时轰轰烈烈，不一定沉
淀下来。浙江作家应该致力于写出
能改变文学生态的作品。所谓的文
学追求，那就是作家写的文章，将
来有人看到了，有人说真有味道，
一定要找更多的来看，那就是一个
作家的成功。”

宁波籍著名儿童文学
评论家刘绪源去世

本报记者 姬联锋

6 年前，鄞州已成为国际象棋
国家队训练基地，也举办过国际象
棋世界杯这样的国际大赛，但宁波
本地依然缺少高水平的教练。蓝梓
伦、裘孟洁这 2 名宁波国际象棋的

“金童玉女”不得不经常赶到杭州，
在那里接受名师指点。

高水平的国际象棋教练在全国
范围内都比较缺乏，师资的不足当
然也限制了宁波国际象棋运动的发
展，特别是影响了宁波青少年国际
象棋人口的提高。

时任鄞州区体育局副局长的鲍
磊为此到处寻找合适的人才。在当
时的浙江省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王
文浩的推荐下，前国际象棋国家队
队员、国际棋联大师徐洋从绍兴来
到了鄞州。徐洋的到来加快了宁波
国际象棋运动的发展速度。经过几
年的培育，一批青少年国际象棋尖
子选手也涌现了出来。

2012 年，鄞州体育局为徐洋提
供了国际象棋训练室和相关器材设
施，还为他推荐了一些学校的训练
点。徐洋被鄞州方面的盛情打动。考
虑到国际象棋在宁波广阔的发展前
景，徐洋决定来宁波发展，最终在宁
波开设了博弈国际象棋俱乐部。这
家俱乐部成为我市唯一的一家非奥
运动项目国际象棋训练基地及专业
从事国际象棋教育、交流和竞赛的
规范化教学场所。

徐洋成为宁波第一位国际象棋
高级别教练后，邬璧伊等小棋手再
也不用奔波去外地学棋。博弈国际

象棋俱乐部先后在东湖小学、蓝青
小学开设了国际象棋常规课，在赫
德实验学校小学部和幼儿园开设了
国际象棋兴趣班，在紫郡幼儿园也
开设了国际象棋课程。今年，博弈国
际象棋俱乐部的教练还将走进新城
第一实验学校，因为国际象棋已被
该校列为学校重点体育项目，也成
为该校一年级的常规课。

在短短 6 年时间里，在博弈国
际象棋俱乐部的推动下，600 多名
宁波青少年接受了国际象棋培训。
蓝梓伦和裘孟洁已进了国家集训
队，成为国家大师级选手。邬璧伊、
范哲诚等小将在全国比赛中不断获
得佳绩，范哲诚还入选了省青少年
国际象棋集训队，将为 2019年的全
国智力运动会进行备战。另外，我市
还有徐凯辰、徐艺航、舒昕、朱诗欣、
沈芊妤等多名小棋手获得了棋协大
师或者候补大师称号。

记者了解到，博弈国际象棋俱
乐部已培养出了 14 名棋协大师，6
名候补棋协大师，宁波的国际象棋
尖子选手基本上在这家俱乐部学过
棋。在近年来的国际象棋全国大赛
上，博弈国际象棋俱乐部的选手屡
获金奖，在去年的全国棋协大师赛
中更是拿下了9枚金牌。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徐洋加入
了不少国际象棋界人士的微信群，
其中有一个群叫“元老精英暨论坛
嘉宾群”，国际象棋世界特级大师叶
江川及国际象棋甲级联赛的众多教
练是群里的成员。从这个微信群里，
徐洋可以了解到一些国际象棋方面
的政策性信息和各地的先进教学经
验。他发现，国际象棋发展得特别好
的地方，都是从幼儿园抓起。

“杭州、温州、绍兴都是从幼儿
园就开始普及。绍兴的一项幼儿园
国际象棋老师的比赛就有近百人参

加。”而宁波开展国际象棋的幼儿园
寥寥可数。“温州的小孩从幼儿园小
班开始学，练得好的到幼儿园中班
或者大班就开始参加比赛了，而宁
波很多学生是从小学一年级才开始
接触国际象棋，要赶一两年才能赶
上人家的水平。”

目前，在博弈国际象棋俱乐部
参加学习的学生有 100 多人，不少
人来自奉化、象山等地，甚至还有从
绍兴赶过来的学生，从启蒙班到高
级班和精英班的学生都有。精英班

的学生以 2008 年以后出生的小年
龄棋手为主，他们有可能成为宁波
国际象棋人才的后备梯队。

第一届浙江省智力运动会将于
今年举行，宁波市象棋协会即将举
办一项选拔赛，选出一批水平过硬
的选手进行集训。徐洋表示，荣誉与
压力是并存的，现在他感到的是更
多的压力和更为强烈的责任感，他
将全力以赴带好这支集训队，让宁
波小棋手在省智力运动会上取得佳
绩。

引进的人才办起俱乐部

宁波国际象棋水平提升有他的功劳

图为徐洋指导小棋手下棋。 （姬联锋 摄）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者史竞男 白瀛） 2017 年，中
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为 803.2 亿
元，较 2016 年的 701.2亿元同比增
长 14.55%，继续延续了近年来的
增长势头。

11 日在京开幕的 2018 北京图

书订货会上发布了 《2017 年中国
图书零售市场报告》。

报告称，网上书店渠道依然是
市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实现了
25.82%的增长。在全国大力发展实
体书店促进全民阅读的氛围下，实
体书店也走出了负增长态势，实现

了2.33%的同比增度。
据统计，2017 年，全国图书

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189.36万，比
2016 年增长了 8.19%。新书品种数
为20.40万，连续6年保持稳定。

报告显示，少儿市场依然是市
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17 年，

少儿图书占到图书零售市场的码洋
比重达到 24.64%，是最大的细分
类，也成为市场增长贡献最大的类
别。

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办于 1987
年，今年是第 31 届，由中国出版
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
本届订货会将举办“阅读 X”论
坛、中国出版发展报告会、“红沙
发系列访谈”等各类文化活动 180
余场。

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达803.2亿元

寻找宁波体育的民间力量
社会力量办体育系列报道②

1月11日，在山东省临沂市郯
城县红花镇一家工艺品厂，工人在
编制节庆饰品。

春节临近，山东临沂、枣庄等
地的节庆饰品车间、手工艺人开始
忙碌起来，人们加紧制作各种春节
饰品，供应市场。 （新华社发）

赶制饰品
迎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