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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项
聪颖）为迎接戊戌狗年的到来，展示
独具中国特色的生肖犬文化，宁波
博物馆推出了《骏犬啸天——戊戌
狗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该展
览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
社牵头组织，全国 21家博物馆联合
举办。

自古以来，无论农耕还是游牧，
狗都担负着看家护卫、狩猎娱乐之
责，堪称人类的好伙伴、好帮手。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狗能给人们带来
吉祥，所谓“狗来富贵”。进入现代社
会，天性忠勇的狗逐渐衍化为人们
居家相伴的萌宠，其抚慰人类的温
良之名更是誉满全球。本次展览以

“图片＋文物＋非遗作品”的形式向
观众展示“犬之由来”“与人为伴”

“人性神犬”“造物颂犬”的故事，从
自然、历史、文化、艺术和民俗等多
个角度诠释生肖狗从古到今的故事
以及它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展
厅中，一只只或卖萌或慵懒或抽象
的“狗”，带着观众穿越上下五千年。
千百年来能工巧匠的匠心制作让观
众惊叹不已。

为了凸显展览的本地特色，宁
波博物馆邀请了各区县（市）文博单
位、非遗办共同参与。观众可以欣赏
到宁波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金银彩绣作品《狗来旺福》、泥塑

《萌犬迎宾》、香包《十犬十美》、灰雕
《忠犬》等极具地方特色。这次展出
还有不少来自宁波各个文博单位的

“萌犬”，如宁波博物馆的清代圆雕
玉狗、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的东汉
原始瓷狗、天一阁博物馆的清乾隆
白釉瓷坐犬，还有余姚市文保所的
清素三彩狗形瓷塑、慈溪市博物馆
的西晋越窑青釉瓷狗圈、鄞州区文
管办的三国越窑青釉菱格纹镂洞双
狗狗圈、奉化区文保所的东京越窑
青釉瓷狗等。此外，民国南京著名竹
刻家余伯雨的一件竹扇骨颇为别
致，扇骨上雕刻着十二生肖主题之
戌犬亥猪图。

宁波博物馆馆长王力军说，本
次展览既是新年的祝福，更是借用
生肖这一悠久的民俗文化，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振兴民间
工艺，促进非遗的广泛传播。

戊戌年骏犬啸天 新春到狗来富贵

宁波博物馆举行狗年生肖文物展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马玲玲） 英国当地时间 2 月 10 日，
诺丁汉中国春节庙会在市政厅广场
举行。代表宁波的市演艺集团文艺
团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受到诺丁
汉市民欢迎。诺丁汉市长柯睿恩出
席了开幕式，对中国文艺团队的到
来表示欢迎。

演出在广场露天舞台进行。诺
丁汉天气寒冷，观众们穿着厚厚的

羽绒服，演员们的演出服装非常单
薄，有的甚至穿着短袖、短裙。但
演员们没有因为寒冷而降低了演出
质量。当天10:30、12:30、14:00连
演三场，每场十个节目。7个人的
小团队连轴转，几乎没有休息。他
们的敬业精神和精湛艺术赢得了英
国观众声声喝彩。在第二场演出间
隙，诺丁汉詹金斯郡督着盛装来参
加庙会并慰问来自中国的艺术家。

据了解，郡督是诺丁汉名誉市长。
他说他十分向往中国，尤其是诺丁
汉友好城市宁波。他十分感谢中国
艺术家将精彩的演出送到诺丁汉，
表示将写信致谢宁波市政府。

宁波和英国诺丁汉市自 2005
年缔结为友好城市。两市在经贸、
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了
积极的交流与合作，并取得了丰硕
成果。诺丁汉中国春节庙会举办三

年来已连续两次邀请宁波艺术家前
往演出。今年，宁波艺术团来到诺
丁汉后，引起了特别关注。诺丁汉
市政厅经济发展国际项目主管菲斯
女士在艺术团抵达当天宴请了艺术
团成员。据了解，她们将于今年 4
月组团访问宁波并参加宁波特色文
博会。市政厅博物馆总监罗恩先生
专程邀请带队的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韩小寅到城堡博物馆参观，商谈两
地博物馆开展合作交流事宜；诺丁
汉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杰森菲利先生
来到演出现场，表达了与宁波加强
文化教育合作的意愿。

宁波艺术团“芳华”绽放诺丁汉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激智
科技杯”2018 年宁波市国际跳棋
公开赛前天在高新区举行，来自
黄鹂小学等学校的 60多名国际跳
棋小选手参加了比赛。

国际跳棋在欧美普及率比较
高 ， 在 我 国 推 广 已 有 10 多 年 。
2008 年首届中国智力运动会上，
就有国际跳棋比赛。宁波开展国
际跳棋项目也有近 10 年的时间。
目前黄鹂小学、高新区实验学
校、古林镇幼儿园等也在开展这
个项目。

浙江省智力运动会将于今年

7 月举行，国际跳棋是比赛项目
之一，宁波也将组队参赛。市象
棋协会将从这次国际跳棋公开赛
中选拔一些优秀小棋手作为参加
省智力运动会少年队的预备队
员。此外，今年 3 月，高新区还
将开办职工国际跳棋研修班，从
中选拔优秀棋手参加省智力运动
会成人项目的比赛。

黄鹂小学的吴子坤获得儿童
乙组第一名，盛骋涣获得儿童丙
组第一名。古林镇中心幼儿园的
杨子逸获得幼儿甲组第一名，郭
晏嘉获得幼儿乙组第一名。

市国际跳棋公开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徐迪） 昨天，宁波市体育局公布
了春节期间全市将开展的群众体
育活动情况。据了解，狗年春节
期间，全市有三十余项群众体育
活动可以参加。

其中市本级举办的赛事和活
动有 9 项，宁波市足球协会主办
的宁波市迎春杯八人制足球赛 1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在江北区足协
足球场举行。宁波市贺岁杯五人
制足球赛1月29日至3月3日在宁
波市老年体育活动中心球场举
行。2 月 20 日分别有第十七届

“迎春杯”象棋名人赛、“围协
杯”迎春围棋赛和风筝放飞表
演。2 月 25 日，宁波市台球协会
主办的 2018年“迎春杯”台球联
谊赛在东英桌球俱乐部举行。宁
波市门球协会主办的 2018年“闹
元宵”门球邀请赛3月1日在中山
广场举行。3月2日在宁波市老年
体育活动中心分别有第十届贺新

春轨道车素质体育机器人挑战赛
和宁波市风筝协会主办的风筝制
作、放飞表演活动。

区县 （市） 的体育活动也丰
富多彩。余姚将举办浙江省春季
少儿围棋段位赛和闹元宵武术文
化大联欢活动。慈溪将有“方太
杯”慈溪市第二十二届围棋棋王
赛复赛等 4 项棋牌比赛举行。奉
化区将举办春节环城跑、迎新春
气 排 球 友 谊 赛 等 4 项 赛 事 和 活
动。北仑区将举办“新春杯”气
排球比赛等 3 项赛事和活动。鄞
州区将举办“迎春杯”老年人桥
牌邀请赛等。宁海县将举办第四
届围棋联赛。象山县将举办中老
年羽毛球赛。镇海区将举办“祈
福招宝，欢乐元宵”之“我是招
宝民星——草根汇演和“迎春
杯”镇海区中老年篮球赛。海曙
区将举办女子门球比赛。江北区
将举办“贺岁杯”足球邀请赛等
4项赛事。

30余项群众体育活动
让春节“动”起来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楼晓娴）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
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经国家出
版基金评审专家组评审，宁波出
版社申报的 《青少年网络素养读
本 （第一辑）》 和 《中国竹刻扇
骨》 两个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资
助。

《青少年网络素养读本 （第一
辑）》 是国内第一套专为青少年
编写的网络媒介素养读本。本丛
书既是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又可
作为地方教材。第一辑共六册，分
为《网络谣言与真相》《网络游戏与
网络沉迷》《虚拟社会与角色扮演》

《黑客与网络安全》《互联网与未来
媒体》《地球村与低头族》。

《中国竹刻扇骨》是一部对中

国文人扇骨全方位研究的专著。
此书系统梳理了中国竹刻扇骨的
渊源、发展历程、文化区域、时
代特征及艺术价值。该书的作者
为文博专业研究馆员、宁波博物
馆副馆长李军。她多年深入研究
宁波博物馆收藏的 364 件文人竹
刻扇骨精品，积累了大量素材。

《中国竹刻扇骨》堪为中国竹刻扇
骨研究之大作，将填补中国竹刻
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

据悉，国家出版基金设立于
2007 年，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后的第
三大国家基金。由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组织评选，2018 年度国
家出版基金拟资助项目名单有
778项，共12个类别。

宁波出版社两个项目
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18
年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冬季
阳光体育大会”比赛上，由宁波
队员组成的浙江省代表队共获得
一金两铜的好成绩，并获得“体
育道德风尚奖”。

这 是 浙 江 省 首 次 组 队 参 加
“2018 年 全 国 青 少 年 ‘ 未 来 之

星’冬季阳光体育大会,共有25名
运动员参赛。他们在冰上龙舟项
目上获得了甲组第一名，乙组第
三名；在雪地障碍项目上获得了
甲组第六名，乙组第四名；在定
向越野项目上获得了甲组第七
名，乙组第三名。

（林海 徐迪）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周力） 2月 8日至 10日，2018年浙
江省中小学生羽毛球积分排名赛

（奉化站）比赛在奉化体育馆开战。
来自全省的 52 支队伍 720 名小选
手参加角逐。奉化区启迪体育俱乐

部羽毛球队有20名小选手参赛。
此次羽毛球积分排名赛为期

三天一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赛制，第二
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决出相
关名次。

省中小学生羽毛球排名赛奉化举办

图为省中小学生羽毛球排名赛比赛现场。 （胡龙召 摄）

越窑青釉瓷狗圈 （西晋）。 （周建平 摄） 越窑青釉瓷狗圈 （晋）。 （周建平 摄）

宁波博物馆展示的生肖文物。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邵
旭姣）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书
法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戊戌新章
——国博春联展”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展出，50件春联作品传递着新年
的喜庆，“千峰吐瑞国兴家旺，万水

呈祥气正风清”，北仑区文化馆罗超
阳的八尺隶书春联作品《千峰万水
联》受邀参展。

春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群众基础，早在唐代开元年
间，民间就有了在门上张贴吉祥、

喜庆之语的“春联”样式。敦煌遗
书中就有春联“三阳始布，四序初
开”之记载。爆竹声声辞旧岁，千
家万户贴春联已成为新春佳节中国
人千百年来的一种文化活动。本次
展出的春联作品字体丰富多样，艺

术风貌纷呈，用传统文化样式传递
吉庆祥和，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希冀。

罗超阳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硕
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
书法家协会篆刻创作委员会副秘书
长。他的作品数十次入展由文化
部、中国文联、中国书协、西泠印
社主办的全国性书法篆刻专业展
览。

罗超阳作品参加国家博物馆春联展

本报讯 （记者林海） 昨天晚
上，2017-2018赛季CBA联赛结束
了常规赛阶段的争夺，客场挑战福
建队的八一男篮以 112:135 负于对
手，从而以3胜35负排名垫底结束
了联赛征程。同时，由于军队体制
改革的原因，球队的“八一”队名
或将成为历史。

1995 年以来始终坚持以“全
华班”阵容参赛的八一男篮在最
近 10 多年的 CBA 联赛中陷入困
境 。 2006- 2007 赛 季 的 CBA 联
赛，王治郅归队后率队夺得的总
冠军成为八一男篮的最后绝唱。

2008-2009 赛季的 CBA 联赛，八
一男篮首次无缘季后赛，从此八
一男篮的实力一落千丈。面对联
赛中水平越来越高的外援以及越
来越激烈的竞争，八一男篮一众
年轻队员即使拼尽全力也难求一
胜。在刚刚结束的 2017-2018 赛
季常规赛中，八一男篮由于缺少
了韩硕和邹雨宸两员大将，在 19
轮客场比赛中一场未胜，书写了
空前的败绩。即使是在没有外援
参加的天津全运会比赛中，以八
一男篮队员为班底的解放军代表
队也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据了解，随着部队体制改革的
推进，八一男篮作为队名将成为历
史。据悉，八一男篮所属的原八一
体工大队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
一体育工作大队，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原总政治部宣传部文化体育局下
属单位。按照转隶之后的相关规
定，八一体工大队转隶至军委训练
管理部。所有过去带有“八一”的
名称在今后将不再使用(联赛队伍
本赛季继续使用)。这就意味着在
下 赛 季 ， 无 论 是 CBA 联 赛 还 是
WCBA 联赛，均不会再出现“八
一”这个名称的球队。“由于隶属

关系的变化，八一男篮以什么名称
参加今后的联赛，目前为止还没明
确。”9 日晚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
结束后，八一男篮主教练阿的江这
样说。

据了解，生于 1987 年的德勒
黑是这支球队中年龄最大的球员，
他或将在赛季结束后告别球队。而
生于 1996 年的国手邹雨宸目前还
处于康复中。“他从美国回来后一
直在北京做康复训练。他希望在赛
季的最后时刻能够和球队在一起，
即使自己不能打球也可以为队友呐
喊助威。”阿的江说。

2017-2018赛季3胜35负排名垫底

八一男篮队名因体制改革将成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