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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戴
云华）“宁海的古戏台非常有特
色，尤其是木雕、藻井，保护得非
常好，与传统戏曲结合还比较紧
密，从利用的角度来看，也做得不
错。”前来参加由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
的宁波古戏台保护利用高峰论坛的
专家，昨日赶赴宁海，考察了城隍
庙古戏台、岙糊糊氏宗祠古戏台、
崇兴庙古戏台、下浦魏氏宗祠古戏
台。

宁海古戏台大多建于明清时
期，那时，江南社会经济迅猛发
展，民间戏曲艺术广为流传。宁海
现存古戏台 120多座，古戏台彩绘
藻井重叠，结构完整，自成体系。

宁海的古戏台以宗祠戏台、庙
宇戏台为主，结构上包含了主台、
后台、看楼及藻井等要素，比较罕
见的三连贯藻井戏台有 3座。2006
年，崇兴庙古戏台等 10 座最具代
表性和艺术价值的古戏台，被公布
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这
10 座祠庙藻井戏台建造于清康熙

至民国年间，完好保存了清代至民
国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集上乘的
美学构思、雕刻、彩绘于一处，展
现了宁海工匠们精湛的建筑工艺。

专家介绍，藻井，古代多用于
重要建筑上，也常见于戏台之中。
在实际功用上，它起着扩音与拢音

的作用，使舞台艺术更臻完美。昨
天，专家考察了最精美的崇兴庙和
岙糊糊氏宗祠三连贯藻井戏台。崇
兴庙古戏台位于西店镇，古朴、大
气，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
建筑特色，专家们考察时，戏台上
正在表演越剧折子戏。清末民初

时，这里的演出以昆曲为主，戏台
的廊柱前有对联“一枝花开向牡丹
亭沉醉东风情不断 四声猿惊回蝴
蝶梦浩歌明月想当然”。

岙糊糊氏宗祠古戏台位于梅林
街道岙胡村的胡氏宗祠，圆形戏台
藻井呈螺旋式盘筑，16 个龙头状
坐斗向上重叠，恍如 16 条金龙在
漩涡中转动，有搅海翻江之态。井
壁连板上雕刻着双龙戏珠、戏剧人
物、奔马、游鱼水草花纹等图案。

下浦魏氏宗祠古戏台和城隍庙
古戏台分别是二连贯藻井戏台和单
藻井戏台的代表。下浦魏氏宗祠古
戏台位于强蛟镇后舟、下洋两村之
间。内部正中挂“可以观”木匾，
内顶设八卦台阶式藻井，刻成 16
个龙凤坐斗。据介绍，下浦魏氏宗
祠古戏台在建筑施工时，引入竞争
机制，由两队工匠沿中轴线分头施
工，当地称作“劈做作”，是十分
罕见的施工方法。城隍庙古戏台位
于跃龙街道桃源南路，此地位于宁
海中心地带，以前有名的戏班子来
宁海时，必要到此演出。

文保专家“点赞”宁海古戏台保护
现存120多座古戏台，其中10座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图为专家学者考察宁海魏氏宗祠古戏台。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陈茹） 你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或者《复活》吗？这些作品的译者
是宁波走出去的卓越翻译家草婴。
日前，宁波帮博物馆举办了一场

《草婴》 特别展，以此缅怀这位先
贤。

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 年出

生于宁波镇海骆驼桥，少年时期在
宁波接受教育。抗日战争后举家迁
居上海租界避难。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走上翻译苏俄文学作品的道
路。20 世纪 50 年代，草婴的翻译
作品家喻户晓，《拖拉机站站长和
总农艺师》《顿河故事》 等影响了
一代人。新中国成立以后，草婴不
要国家编制、不要行政级别，锲而

不舍地翻译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的
文学作品。从 1977 年到 1997 年翻
译了 《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 卷，
400多万字。草婴曾获“高尔基文学
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其翻
译作品曾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
在出访时送给外国元首。2015 年，
草婴先生在上海病逝。

这次《草婴》特别展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筹备。宁波帮博物馆通过
多种渠道收集草婴先生的多件史
料。特别展分为“少年草婴”“译
笔求道”“一生的坚守”三个部
分，展示了草婴翻译托尔斯泰小说
全集的珍贵手稿、生前使用过的眼
镜、放大镜、荣誉奖章、信函等。
展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位翻译巨
匠的人文情怀和对事业执着追求的
可贵品质。开幕式同期举办了“译
笔求道——草婴与俄罗斯文学翻
译”读书沙龙。

旅居美国的草婴先生的儿子、女
儿专程赶回宁波参加了开展仪式，并
向宁波帮博物馆捐赠草婴先生手稿。

我市举办展览缅怀翻译家草婴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黄金婷 励开刚） 2016—2017年度

“甬尚书房”奖不久前评出。昨日上
午，市书刊发行业协会对入选“甬尚
书房”的19家书店进行了表彰。

据了解，我市现有各类书店
1100 余家。近年来，受大环境影响，
实体书店深度调整，出现两极分化

的情况，实力弱、转型慢的逐渐被淘
汰。而有些书店主动适应市场的变
化，在创新中走出了困境，在逆境中

“跑马圈地”，接二连三开出连锁店。
去年年底，为助推“书香之城”建设，
同时引导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书刊发行业
协会着手开展了 2016—2017 年度

“甬尚书房”评选活动。这次评选活
动针对全市所有书店，设置了“甬
尚书房·卓越奖”“甬尚书房·新锐奖”

“甬尚书房·推广奖”等三大奖项。
“甬尚书房·卓越奖”入选的基本要
求是出版物销售额占营业总收入
60%以上，常年开展各类读书活动，
每年开展读书活动不少于30场。“甬

尚书房·新锐奖”针对设立时间不足
一年的书业“新秀”。“甬尚书房·推广
奖”主要鼓励各书店开展阅读沙龙、
企业读书会、名家进校园等各类读书
活动，要求平均每月不少于3场。

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新华
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鄞州店、三味书
店、宁波知书文化有限公司等 7家
图书经营单位入围“卓越奖”；新
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天一书房、宁
波筑蹊生活 （上海三联）、读一书
店等获得“新锐奖”；新华书店集
团有限公司奉化店、十里红妆书店
等9家书店被评为“推广奖”。

19家书店入选“甬尚书房”

本报讯（记者黄程 余姚记者
站谢敏军 通讯员许鸿晶） 昨天下
午，余姚市首个达到 FIFA 国际标
准的人造草坪足球场在余姚中学投
入使用，来自湖南乙级职业联赛湘
涛俱乐部的 U16 年轻队员与余姚
阳明中学足球队在新场地展开首场
对决。

据介绍，新投用的足球场由
宁波绿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承
建，总投资 300 余万元，该足球

场采用国际足联优选供应商的草
丝，环保标准、耐磨性、抗 UV
测试、仿真性等均达到国际足联
认证标准。

“这种草坪具有高弹性，耐高
温高寒，在强酸碱、有机溶剂等
环境中不易分解，具有很好的吸
热性、阻燃性和排水性，还能防
静电，已经得到了足球及橄榄球
权威机构认证。”绿菱公司总经理
周田敬告诉记者，与普通的人造

草坪不同的是，这个足球场铺设
接缝采用日本的缝合技术，橡胶
颗粒、石英砂填充以及草丝搓揉
直立采用德国技术，使用寿命 8
年以上。

据了解，绿菱新材料是余姚市
重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
此前，绿菱已经与日本 Astro 株式
会社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共
建研发团队、售后服务团队与技术
支持团队，由生产型制造业向服务

型制造业转型。
眼下，公司抓住发展校园足球

和“三亿人上冰雪”的体育产业
“风口”，做全人工草坪、地坪等产
业链，做深标准足球场、旱雪场地
等拳头产品。“到 2020年中国将建
成 2 万所足球特色学校，建设 4 万
个足球场，仅浙江省就拟建足球场
830 个，这对我们是一个重大的发
展机遇。”周田敬说。

目前，公司已经在江苏南通、
镇江、扬州，安徽广德，河北唐山
等地建设了多块旱雪草坪，产品还
将登上 2022 年冬奥会的舞台。另
外，不少游乐场也向绿菱抛出了橄
榄枝，希望能为少年儿童建造可四
季“滑雪”的场地。

余姚一民企站上体育产业“风口”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唐慧晔 虞默之）“我们吸引‘闪电
乐跑团’等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
将跑步与公益结合起来，让公益文
化引领街道‘提品争优’活动。”昨天
上午，海曙区白云街道启动闪电乐
跑团“边跑边爱”公益系列活动。

“闪电乐跑团”是一支由来自

各行各业的乐跑者组成的社会组
织，此次他们和白云街道联手，筹
集 4万元公益资金，通过“奔跑公
益”的形式，向社区残疾人、老年
人等弱势群体献上爱心。

昨天上午，白云街道安丰社区
的 100名跑步爱好者开跑，启动“跑
暖夕阳”百人奔跑助老计划。“每人

每天跑 2 公里，换取‘闪电乐跑团’
公益金，用来开展独居、空巢、高龄
等老年人乐学、乐活、乐行、乐善等
关爱活动，提升社区老年特殊群体
的生活品质。”安丰社区党委书记陈
赛花认为，这样的活动既能锻炼身
体，又能做公益，一举两得。

昨天同时启动的还有云乐社区

的“陪伴生命的执着”爱心妈妈·
添翼行走计划，该社区 20 名爱运
动的“爱心妈妈”志愿者，与该社
区“添翼工作室”的残障人士“二
对一”结对，开启每周一次体验生
活“为爱行走”行动。“第一场行
走活动走进了宁波市避灾中心，接
下来还将走进学校、市场、公园、
步行街、图书馆等公共场所，让平
时 生 活 封 闭 的 残 障 人 士 融 入 社
会。”云乐社区党委书记毛明说。

据悉，“边跑边爱”公益系列
活动将延续至11月。

“边跑边爱”公益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林海） 记者日前
从体育部门获悉，“中国铁人运动
健康城市”建设启动仪式暨中国铁

人三项协会与华夏通凭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日前在京举行。

目前，宁波、宿迁、珲春、井

冈山已确定加入首批“中国铁人运动
健康城市”建设。中国铁人三项协会
将先期在全国范围建设6个“中国铁

人健康城市”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
推向全国。启动仪式上，试点城市代
表——珲春市文体局、宁波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的负责人上台发言。

据了解，宁波与铁人三项运动
的渊源很深，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宁
波举办的第一项国际性体育赛事就
是铁人三项国际邀请赛。2016 年
和 2017 年 ， 中 国 铁 人 三 项 联 赛

（宁波东钱湖站） 连续在东钱湖举
行，引起了广泛关注。

“中国铁人运动健康城市”建设启动

宁波入选首批试点城市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刘维 何烃烃） 昨日下午，CU-
BA东南赛区举行第二阶段的淘汰
赛。在 16强赛中迎战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队的宁波大学男篮队发挥
出 色 ， 他 们 以 102 92 战 胜 对
手，晋级八强。

此役，宁大男篮队继续着第
一阶段的良好表现，一开场就领
先对手，第二节比赛结束时他们
以 5041领先。下半场，多次打
出漂亮反击的宁大男篮队甚至有
了扣篮的精彩表演，比分差距一直
在10分左右。

此前，3 月 28 日晚 10 时许，
第 20届 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
赛 （CUBA） 东南赛区第一阶段
的比赛在宁波大学结束。东道主
宁大男篮队列小组第一，华侨大
学队、中国矿业大学队以及上海
交大队分别在各自小组中名列第
一位。

第 一 场 比 赛 宁 大 男 篮 队 以
7563 战胜汕头大学队之后，27
日晚他们又以 8356战胜南京财
经大学队，28日晚他们以 9285
战胜厦门大学队，这样他们以B组
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后面的淘汰赛。

CUBA东南赛区淘汰赛

宁大男篮晋级八强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沃尔
沃高尔夫中国公开赛昆明站资格
赛前天结束，64 名球员争夺最后
3 个入围资格。宁波小将谢千童
以一杆之差获得第四名，未能进
入正赛，获得最佳业余球员奖。

已入围亚运会国家队的谢千
童这次比赛目标明确，志在打进
高尔夫中国公开赛正赛。去年，
谢千童开始尝试参加职业比赛，
曾入围在海南举办的欧洲挑战巡

回赛。对于嘉丽泽球场谢千童并
不陌生，他曾多次在这里参加青
少年赛，并在这里赢得 2015年第
二十三届全国青少年高尔夫球锦
标赛男子B组冠军。

赛前，谢千童曾表示，嘉丽
泽的场地很有挑战性，他会小心
应对。不过在第一天的比赛中，
谢千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在
次日的比赛中也没能超水平发
挥，最终名列第四，与正赛无缘。

高尔夫中国公开赛昆明站资格赛结束

宁波谢千童获最佳业余球员奖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徐良） 近日，著名岭南派画家
郑浩千彩墨画展在宁波美术馆开
展，展出作品60件。

郑浩千出生在马来西亚，祖籍
广东，曾留学英国，获美术史博士学
位。绘画师从竺摩、赵少昂等，是岭
南画派重要的拓展者。2010 年，他
曾向宁波美术馆捐赠优秀作品 50

件，被聘为宁波美术馆终身艺术顾
问。这次展出的作品题材广泛，立
意独特，《混沌山河》《村居》等作品
既有抽象性，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
画特色，长卷《无尽烟云》描绘了大
好春光，《溪畔人家》用笔细腻，着色
大胆。郑浩千还擅长写诗，这次展出
的作品多数由他亲自题诗，诗画相
得益彰。展览将持续到4月6日。

郑浩千彩墨画展开展

●近日，宁波市图书馆、象
山县博物馆和象山县图书馆联合
启动象山县博物馆馆藏家谱数字
化及纸本再造工程。

象 山 县 博 物 馆 目 前 收 藏 了
355 本家谱原本，为更好地保护和
利用这笔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财

富，宁波市图书馆、象山县博物馆
和象山县图书馆三方合作，与高科
技软件集团合作，对馆藏家谱进行
数字化扫描，建设数据库，实现检
索、影像、全文同屏阅读、数据制
作、权限控制等多位一体的功能转
换。 （沈孙晖 熊贵奇）

●近日，由北仑区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主办的第十届“春之约”
诗歌朗诵会走进九峰山景区，数百
名市民和朗诵爱好者在梅林花海
之间歌颂自然，赞美春天。

活动现场除了诗朗诵、吉他
弹唱 《春风十里》 等节目之外，
还展示了茶道文化，表演了旗袍走
秀。

（陈青 邵旭姣）

本报讯 （记者项一嵚 奉化
记者站严世君 通讯员蒋志飞）
昨天，由奉化区政府主办，区台
办、区妇联与台湾高雄市妇女
会、南投县妇女会共同承办的

“2018 海峡两岸婆媳文化节”在
奉化举行。在桃花盛开的季节，
海峡两岸各有 50多对婆媳欢聚一
堂，围绕“两岸一家亲、家和万
事兴”的话题打开了话匣子。

今年的海峡两岸婆媳文化节
以“一诗·一家·一生情”为主
题，面向两岸征集以“婆媳情”
为主题的原创诗歌，活动共收到
288 件作品。经专家评审，山东威
海的东涯获得特等奖，我市慈溪的
张巧慧、台湾高雄的苏怡静、台湾
南投的刘丽雪获得一等奖。

当天下午，两岸婆媳还结伴
到奉化、宁海等地观光。

2018海峡两岸婆媳文化节在奉化开幕

昨天上午，在江北区慈城镇
布兰登堡艺术庄园，来自宁波至
诚学校的孩子们正在桃花林里演
奏小提琴。作为一所国际化教育
学校，户外艺术课始终是该校的

一大特色。当天，至诚学校把小
提琴音乐课搬进农庄，旨在让学
生在感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接受艺
术教育。

（徐能 摄）

桃林奏响提琴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