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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陈青
林海） 近日，我市博物馆、美术
馆、中国港口博物馆、天一阁等场
馆推出多场艺术盛宴，包括弘一法
师翰墨展、郑作良艺术展等，让甬
城市民大饱眼福。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李叔同作词的骊歌 《送
别》 传唱了 100多年，他有个更为
人熟知的称呼——弘一法师，这位
20 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艺术
家、一代高僧，为世人留下了无数
的精神财富和艺术作品。近日，

《甬上留香——弘一法师翰墨展》
在宁波博物馆展出。

展览汇聚了平湖李叔同纪念
馆、上海博物馆、温州博物馆、浙
江省博物馆、杭州博物馆、杭州李
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慈溪市博物
馆等文化机构的藏品，分为云水有
痕、翰墨留香、鸿雁往还、前尘旧
影、传世典籍五部分，集中了大量
弘一法师完成于宁波时期的作品，
并介绍了弘一法师在宁波的史实，
展品堪称洋洋大观，是省内规模最
大的一次弘一法师书法展。

弘一法师在多年的云游生活
中，足迹曾在宁波数度驻留，与甬
城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法是弘一法
师一生中用心最深、流传最广、影
响最大的一项艺术，其书法法度严
谨、气韵恬淡，具有超尘拔俗的独
特风貌。他在宁波的几年是书法创
作的一个高峰，传世作品质高量
多，是确立其个人风格的重要时
期。展览将持续到5月27日。

“ 黑 白 无 香—— 郑 作 良 艺 术
展”日前在宁波美术馆开幕。本次
展览汇集了郑作良先生不同艺术创
作时期的代表作近 70 件，其中囊
括了黑白木刻、丝网版画、书法等
多个门类的艺术作品。其中有的作
品被中国美术馆及世界各地的收藏
家收藏。

郑作良 1946 年出生于杭州，
1964 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 （现中
国美术学院） 附中，毕业后从军。
他曾深入老山前线进行创作，作品
参加“自卫还击”全军美展，并荣
立三等功一次。郑作良以部队生
活、边塞景色及领袖人物为题材，
创作了许多黑白版画佳作。其中

《六月赛里木湖》《延安中央军委办
公厅旧址》《长城》 等作品，成为
新时期黑白木刻的经典作品。1993
年郑作良从部队转业至中国美术馆
任收藏部主任，后任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版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
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等。退休后，
郑作良坚持艺术探索，进而在水
墨、书法等领域成就斐然。此次展
览将于5月13日结束。

近日，“真如艺愿——翁真如
书画艺术展”在中国港口博物馆开
幕，展览分为花鸟篇、山水篇、
人 物 篇 、 现 代 水 墨 篇 以 及 书 法
篇，精选了翁真如 60 余幅书画作
品。翁真如为岭南画派赵少昂弟
子，澳洲美术家协会主席，澳洲
书 法 家 协 会 主 席 ， 作 品 先 后 在
中、美、英、德等十多个国家展
览，并被中国美术馆及众多国家
艺术馆收藏。他长期致力于文化
艺术交流事业，为中澳艺术的交流
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翁真如以中国传统水墨画为根
底，吸纳西洋画的色彩、构图等技
法，既有东方艺术的精神，又有澳
洲本土符号特色。他在创作中采用
现代抽象的手法和符号，以此加强
画面的表现力，题材众多，内容丰
富，表现出澳洲多元文化的特色。
长期在澳洲的生活，使他对考拉青
睐有加，创作出大量描绘考拉形象
的画作。用中国画的水墨表现异国
动物，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开幕式
上，翁真如向中国港口博物馆捐赠
作品 《考拉图》。本次展览将持续

至5月12日。
鄞县人张苍水是著名的抗清英

雄，近日，由市文化艺术研究院等
主办的《听·见 苍水》朗读会在
天一阁博物馆状元厅举行，著名主
持人韩震宇等向观众展现了一段家
国往事。

《听·见 苍水》 的编剧周东
旭说：“黄宗羲把张苍水的义勇、
才情比作宋末的文天祥，这样的英
雄 人 物 ， 应 该 被 更 多 宁 波 人 知
道。”当天，“生死诀别”“忠言逆
耳”“南都遗恨”“心归何处”四
幕，演绎了张苍水从弃笔从戎到英
勇就义的一段人生。除了朗读，现
场还伴有舞蹈、戏曲、大提琴表

演，丰富了演出形式。
此 外 ，“ 七 彩 非 遗 大 美 奉

化”嘉年华日前在奉化体育馆广场
拉开帷幕，吸引了上万市民参与，
活动将持续到 5 月 5 日。本次活动
汇聚了奉化区 40 余个非遗项目，
包括国家级非遗奉化布龙、“布袋
和尚”传说和“宁波走书”，以及

“奉化吹打”“红帮裁缝技艺”“唱
新闻”“奉化婚礼”“棠岙纸制作技
艺”等省级非遗项目。主办方邀请
了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开设非遗小讲
堂，让参与者认识非遗的同时，亦
能感受非遗背后的地方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此外还设置了非遗手作
体验区。

我市各地场馆推出多场文化盛宴

近日，由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海曙区文联、鄞州区美术家协会等单
位主办的第四届“花染墨香·蝶韵芳华”画展在梁祝文化博物馆开展，展
出甬城10位画家的100余幅作品。此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图为市民参观
画展。 （周建平 陈家燕 摄）

“花染墨香·蝶韵芳华”画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林海 姬联锋
徐欣） 近日，多项省市比赛落幕，
其中，在省羽毛球积分赛 （绍兴
站） 中，宁波队获12金。

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局主办的
2018 年浙江省羽毛球积分赛 （绍
兴站） 日前在绍兴结束，各地 600
多名省运会主力参赛，宁波市小球
训练中心派出的队伍获得 12 金 10
银9铜，其中省运项目为9金7银5
铜，列金牌、奖牌、总分三项第
一。获得金牌的分别是高中组宁波
三中的男单周新宇，男双丁浩乘/

俞栩豪，混双丁浩乘/毕吟欣；初
中组江北实验中学混双竺灏天/余
亦珊，男双周靖凯/竺灏天；小学
甲组男单高语轩，女双周言/陈宵
菲；小学乙组男双季煦城/潘俊
哲，女双徐欣菱/王紫涵；小学丙
组男单汤佳林，男双汤佳林/龚子
夏，女双胡月舒和/张远欣。

庆五一“寿鹤创意杯”浙沪青
少年精英足球赛昨天在杭州湾新区
体育公园足球场落下帷幕，12 支
青少年足球队相聚宁波，共度足球
嘉年华。此次活动邀请了上海及省

内的一些优秀球队来宁波参加比
赛。经过 3天的比赛，宁波大众精
英龙队、上海金山区队获得 11 岁
年龄组前两名；宁波大众精英队、上
海兴塔女足队获得 9岁年龄组前两
名。本次比赛由宁波市足球协会主
办、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等承办。

在宁波市青少年排球比赛上，
江北区代表队荣获本届青少年排球
比赛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奉化
区代表队荣获本届青少年排球比赛
男子组和女子组的亚军，镇海区代
表队获得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季军。

在“人文庄市金泽杯”宁波市
第四届乡镇 （街道） 围棋比赛上，
来自全市各乡镇的 18 支代表队参
加了比赛。最终，由陈宗政、朱
笛、郎立慧组成的镇海区庄市街道
一队，以五胜一负的战绩夺得冠
军。

在宁波大众跆拳道锦标赛中，
来自宁波各家跆拳道俱乐部的 33
支代表队、800 多名选手参加了比
赛。这次比赛是对我市青少年跆拳
道选手竞技水平的一次大检阅。本
次比赛分为个人竞技、个人品势、
团体品势、混双品势、跆拳舞五个
项目，每个项目又按年龄大小分为
青年组、少年组、儿童组等不同组
别。培养出了“龙拳小子”组合的
龙英跆拳道馆也参加了这次比赛。

多项省市比赛近日落幕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陈
也喆）“别人家酒肉飘香庆团圆，
你家是一碗萝卜辞旧岁……”五一
小长假，甬剧轻喜剧 《秀才过年》
剧组的演职员们天天在甬剧研究传
习中心三楼的排练厅里紧张排练，
5 日、6 日晚，该剧将在逸夫剧院
首演。

甬剧名家曹定英的弟子张海
波，在《秀才过年》的剧组中有双
重身份：改编者和“唐师母”的扮

演者。昨日，她告诉记者，《秀才
过年》 创作灵感来源于 1954 年版
本的芗剧 《三家福》，“《三家福》来
源于闽南民间艺人口述后整理的传
统剧目，也是闽南戏曲的保留剧目，
被多个剧种移植，说明有其魅力所
在，而且清装戏的题材特别适合甬
剧演出。”在整合了多个剧种的《三
家福》剧本内容后，张海波汇其精
华，融入了浓郁的宁波风土人情。

剧中的主角还有史艳、周福

财、郑金豹等，他们活跃在民营剧
团，戏迷众多。史艳师承甬剧表演
艺术家、“梅花奖”得主王锦文，
在甬剧舞台上饰演过 《半把剪刀》
中的陈金娥、《雷雨》 中的鲁四
凤、《借妻》中的沈赛花、《半夜夫
妻》中的余桂英等角色。她此次饰
演《秀才过年》中的阿根嫂，是首
次饰演喜剧人物，对她而言是一次
很大的挑战。史艳说：“阿根嫂这
个人物很有喜感，本性善良热情，

却总是弄巧成拙。在表演上，眼
神、表情、语气语调、肢体语言等
要非常夸张地去表达。”

从事甬剧事业 30 多年的周福
财，这次在《秀才过年》中饰演唐
秀才。每天早上，他总是提前到排
练厅，琢磨角色，打磨唱腔，等到
正式排练开始时，他已是满头大
汗。“对我来说比较难的是，秀才
的内心戏很多，我每天到家里还在
揣摩，压力很大，挑战很大。”周
福财告诉记者。

导演沈瑞龙告诉记者，甬剧
《秀才过年》 虽为移植改编，但不
乏二度创作。宁波风情、乡土语
言、滩簧元素是该剧的艺术特色。

甬剧《秀才过年》周末逸夫剧院首演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林
海 通讯员严哲）“一人一技”
全民健身公益技能培训开放日展
示大会近日在市老年体育活动中
心举行。500 余名市民在现场参
与了各类体育活动，甬籍排球名
将单丹娜以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公
益大使的身份来到现场，与大家
互动。展示大会上还进行了幼儿
足球、拉丁舞、跆拳道、中国
舞、击剑等项目的表演。

近日，全民健身公益技能培
训中心推出了 20 余项免费技能
培训项目，包括篮球、门球、羽
毛球、健身瑜伽、遥控车模等，
预计每个项目参与人数 600 人

（次）。想参与的市民可以关注
“一人一技”微信公众号进行报
名。全民健身公益技能培训中心

还接受团体报名，20 人以上可单
独开班培训。每位学员每个项目可
免费享受 4 次公益培训，参与完 4
次培训者还可以获颁结业证书。

本次活动旨在培养市民熟练掌
握一项体育健身技能，积极推广全
民健身运动，培养广大市民对体育
健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提升
市民的健康水平。这项活动已经被
列入今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程。

在气排球活动现场，单丹娜和
几位市民正在切磋气排球技艺。

“我已经快半年没打球了，看到球
还是很想运动一下。”作为本次活
动公益大使的单丹娜表示，以后会
多参与全民健身方面的活动，她还
向有关方面建议，以后可以考虑发
展线上的公益技能培训，这样可以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市体育局推出免费技能培训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国际
跆拳道联盟 （ITF） 宁波代表处
揭牌仪式日前在宁波远洲大酒店
举行。国际跆拳道联盟总裁崔重
华参与了揭牌仪式，并为宁波的
跆拳道爱好者进行了讲习，内容
包括竞赛、裁判、规则等方面。

崔重华是国际跆拳道联盟黑

带九段，是跆拳道创始人崔泓熙的
儿子。他在揭牌仪式上表示，跆拳
道里有哲学，也有文化，发展为竞
技型和武术型两种。“跆拳道最重
要的是精神，精神中最重要的是，
要活得精彩。从小到老一定要有一
个好的心态，用跆拳道的精神去发
挥自己。”崔重华说。

国际跆拳道联盟宁波代表处揭牌

本报讯（通讯员孙勇 徐浩
跃 记者陈朝霞） 日前，以黄公
林庙为主体修缮而成的古林记忆
馆正式开馆，黄公林庙原名黄姑
林庙，有近300年历史。

古林镇投入近 1000 万元财
政资金，历经近十余年，对黄公
林庙重新修缮，建成了古林记忆
馆。“前后四进三天井二厢房一
戏台，总建筑面积将近 2000 平
方米，这在全市的现存庙宇建筑
中都是鲜有的。”海曙区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谢国旗是记忆馆的

“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从

“庙”到“博物馆”，除了将原有破
败的地方进行了修缮外，还设置了
历史沿袭、民俗风物、贤达人物、
基本村落、梦幻水乡和红色古林六
大块内容，丰富文化内涵。

今后，古林记忆馆将会定期开
展相关教育活动，如展示非物质文
化遗产，安排越剧、甬剧等戏剧类
的演出，增设小型图书馆等，唤醒
民众对于历史的记忆。而古林镇将
依托这个载体，进一步拓展文保建
筑改造利用渠道，通过引入宁波走
书传承人和民间文艺团体表演等，
促进“文旅融合”。

古林记忆馆开馆

近日，2018“音有爱”合唱专场音乐会暨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合唱
指挥工作坊活动在宁波大剧院举行，活动展示了上海春天合唱艺术团的
优秀成果，促进春天合唱团与海曙学生合唱团和宁波音乐教师之间的交
流和学习。通过合唱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营造和谐向上，健康文明
的艺术教育环境，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刘波 池瑞辉 摄）

“音有爱”唱响宁波大剧院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姚栋） 昨晚，宁波交响乐团在
宁波大剧院上演音乐季第 11 场
演出，音乐会由中国爱乐乐团常
任指挥、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常任
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
夏小汤指挥。

音乐会上半场演出的是两首
《阿莱城姑娘》 组曲。这是法国
大文豪都德的戏剧作品，法国作
曲家比才为这部戏剧撰写了 27
首管弦乐曲。在这部作品的创作
中，比才显示了他在配器上的清
新风格。在演奏前，夏小汤先生
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向听众剖析
了这部戏剧的结构和内容，将聆
听者带入音乐家所勾画的世界
中。在 《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
中，由法国号、木管与弦乐器齐
奏出普罗旺斯当地的民谣《三王
进行曲》，气势澎湃，华丽无
比。而与 《前奏曲》 不同的是，
第三幕第一景的配乐 《钟声》，

作曲家以法国号，竖琴，小提琴及
中提琴共同模仿出教堂的钟声，效
果巧妙而独特。

如 果 上 半 场 的 演 出 是 “ 前
菜”，那么下半场则是“大餐”。

《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 是一首充
满了波希米亚风格的交响乐作品，
由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在
1889 年创作。在夏小汤先生的指
挥下，独奏长笛如鸟鸣般悦耳，表
现出了农民坚实轻快的生活节奏。
第四乐章由欢快的小号独奏开始，
经过多层丰富分段变奏以后大提琴
清晰地呈现出了主题。整首曲子能
让人感受到平静的心境以及欢乐自
娱的感觉。作者仿佛在和观众分享
他同大自然的交往中所获得的新
鲜、明朗而愉悦的感受，让人心旷
神怡。

据了解，5月21日，捷克指挥
Petr Popelka 将带领宁波交响乐
团，为甬城听众演奏闻名遐迩的德
沃夏克第九交响曲。

宁波大剧院劲吹波希米亚风

本报讯 （记者何峰 通讯
员胡琳芸） 近日，浙江省总工会
公 布 2018 年 “ 浙 江 工 匠 ” 名
单，省工艺美术大师、越窑青瓷
烧制技艺传承人、慈溪市上越陶
艺研究所所长施珍和师父徐朝兴
一同上榜。

“ 与 其 说 是 喜 悦 ， 更 是 鞭
策！”在全省庆祝“五一”暨劳
模先进表彰大会上，师徒俩同台
受奖，施珍尤其感谢师父徐朝
兴，“和师父共同入选浙江工
匠，让我感受到了艺无止境、精
益求精。”与陶瓷结缘 30年，施
珍潜心钻研青瓷烧制技艺，相继
破解了陶土配方、釉料和火候等
难题。近年来，她的作品获得国
家级、省级博览会多个奖项，作
品“《上林随想》青瓷瓶”被省

博物馆永久收藏，作品“牡丹玉壶
春瓶”入选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
国家元首贵宾厅展示。

青瓷泰斗徐朝兴为龙泉青瓷的
复兴和繁盛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是
首批在宁波设立工作室的文艺大
师。其作品先后被美国白宫、人民
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中国美术
馆等收藏。去年，徐朝兴工作室在
慈溪市上越陶艺研究所成立，由施
珍负责日常运营。多年来，师徒二
人继续传承发展青瓷文化，研究青
瓷技艺，进行青瓷艺术创作的全新
开端。

省 总 工 会 于 今 年 1 月 启 动
2018 年“浙江工匠”选树活动，
旨在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深入打造“浙江工匠”的
工作品牌。

宁波越窑青瓷传承人
上榜2018“浙江工匠”名单

【上接第1版】
棠云工艺品厂的“姐妹花”汪

亚飞和汪增娣曾用精湛的针线功
夫制作动物标本。企业转制后，她
们自主创业，成为村里的致富能
人。“当时厂长叫我俩穿得漂亮
点，说县里有干部要来拍照。”汪
亚飞感慨万千，赶上好时代才敢
下海创业，“真想不到，我们两家
现在都搞得这么好。”

他们的自发寻访活动引起了
各界关注。奉化市委宣传部拨款，
将这些新老照片出版成名为《三
十年回眸——奉化 28 个镜头的
变迁》的画册。

“40年弹指一挥间，
奉化的农村换了新天地”

“这些普通劳动者正是改革
开放的中坚力量。”董满永退休
后，继续将镜头对准普通人。通过
实地走访和拍摄挖掘村史民俗，
记录奉化各村的巨大变迁，成了
他现在的主要任务。

“经过这么多年，农村变化万
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奉化开
始酝酿农村改革方针。董满永在
竹林村蹲点一周，并撰写报告。时
隔 40 年，他再次来到了竹林村，

曾经贫困落后的山村充满生机。
不只是竹林村，董满永对许多

村子也有“一本账”。小山村也能通
公路，“厕所革命”让城里人惊喜，保
洁制度村村普及，交通不便的村子
有计划地向中心村靠拢……他还为
某村编了个顺口溜，过去“猪狗满街
跑，污水到处流，沿街石板当跳板，
晴天也要穿套鞋”；如今“庭院花草
香，墙弄壁画稠”。

近 10年来，董满永跑过了奉化
200 多个建制村，并为西坞街道和
江口街道整理出厚厚的图文资料，
接下来还要梳理更多乡镇、街道内
的村史。“既能留下史料，也希望这
些精神财富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
用。”2012 年，他发现尚田镇印家坑
村居住着一群近 80 人的畲族蓝姓
居民，便专程往村里跑了几趟，写下

《挖掘畲族蓝氏文化，打造畲民族村
品牌》，送至奉化市和尚田镇。前几
天，他又回访该村，发现具有畲族文
化特色的农家乐生意火爆。

镜头内外，董满永和不少村民
成了朋友。“不少人和我一样，是因
为改革开放才有了广阔舞台。”董满
永说，在岗时有幸成为奉化改革开
放的策划、实施、见证者之一；退休
后希望继续发挥余热，为下一个 40
年留下更多宝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