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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香港“宁波帮”的杰出代表邵

逸夫。

邵逸夫，一位叱咤风云的影视
业大亨，一位笑傲江湖的慈善业大
家，一位海外“宁波帮”人士的杰
出代表。或许你并不清楚邵逸夫其
人其事，但遍及神州大地的邵逸夫
医院和大中小学校的邵逸夫楼，你
应该十分眼熟吧。那些都是邵逸夫
先生捐资兴建的，是给后人留下的
宝贵财富。

邵逸夫，祖籍宁波镇海，香港
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财富取之于民应用之于民

早在 1973 年，邵逸夫就在香
港设立私人慈善机构——邵逸夫基
金会，致力于教育、医疗和艺术事
业发展。多年来，邵逸夫在内地和
香港的捐助款达到百亿元。公开资
料显示，截至 2012 年，邵逸夫仅
捐赠内地教育就超过 47.5 亿港币，
捐建项目总数超 6000 个，全国各
地大中小学校中，以逸夫命名的楼
馆有近3万座。

“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
之于民众”“国家振兴靠人才，人
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
本利益的要求”，邵逸夫的这些话
是对他慷慨捐资助学的最好诠释。

邵逸夫把相当部分的捐助款投
向了师范大学。对此，他十分形象
地说：“一个先生可以教 50 个学
生，10个教500个，帮助国家多培
养教师，这样作用就大了。”

邵逸夫在全国捐资助学，当然
也忘不了家乡宁波。据不完全统
计 ， 邵 逸 夫 先 后 在 宁 波 捐 赠 了
4000 多万元以发展教育，捐建逸
夫楼、逸夫图书馆、逸夫奖学金等
20多个教育项目。

宁波大学的师生们应该最有福
气，他们不仅可以在邵逸夫图书馆

安静阅读，在邵逸夫捐建的科技学
院教学楼讲课听课，品学兼优的学
生还能获得邵逸夫以夫人名义设立
的“方逸华奖学金”。更有幸的师
生，可能还曾与邵逸夫在校园不期
而遇，因为邵逸夫生前四次携夫人
访问过宁波大学。

1990 年 5 月 17 日，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经国际小行
星中心批准，将以邵逸夫的名字来
命名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
2899 号行星。这是该台首次以当
代知名人士命名小行星。

创设“21世纪东方诺贝尔奖”

说到邵逸夫的慈善事业，就不
能不说被誉为“21 世纪东方诺贝
尔奖”的“邵逸夫奖”了。

2002 年 11 月 15 日，邵逸夫捐
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宣告
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
出科学家。该奖设天文学、数学、
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每年颁
发一次，每项奖金120万美元。

今年 5 月 14 日，“邵逸夫奖”
基金会在香港公布 2018 年“邵逸
夫奖”获奖名单，来自法国、美国
的 3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生命科
学与医学、数学科学三个奖项，至
此，已有 45 位各国科学家先后获
此大奖。

邵逸夫的慈善并不局限于文教
事业，他始终关心着祖国和人民，
哪里发生了大灾难，他就会捐巨资
救灾：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
邵逸夫捐款1亿港元；2009年台湾
水灾关爱行动，邵逸夫捐款 1亿新
台币；2013 年 4 月 22 日，邵逸夫
夫妇向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捐款 1亿
港元……

从拓荒影视业到富强民族

捐资慈善事业，用邵逸夫先生
的话说，就是“把钱用在最适当的
地方”。当然，慈善之心离不开雄
厚实力作支撑。据香港媒体报道，
邵逸夫留下的个人家产超过 200亿

港币，是名副其实的香港大富豪。
不过，这巨额财富绝不是轻松

得来的，是靠邵逸夫和他的兄弟们
艰苦卓绝的努力所得。

1926 年，刚中学毕业的邵逸
夫放弃读大学机会，应三哥邵仁枚
之邀离开上海南下新加坡，投身
电影事业。就在事业发展如日中
天之际，1941 年爆发的二战给邵
氏兄弟致命一击，事业几乎毁于一
旦。

1957 年，邵逸夫从新加坡来
到香港，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电影
事业。他买下了清水湾附近的一片
荒山，斥巨资建起一座景色优美、
辽阔壮丽的“邵氏影城”，被国外
媒体誉为“东方好莱坞”，邵氏兄
弟从拍摄影片到发行、放映的产销

“一条龙”之路从此铺开。
20 世纪 60 年代，邵氏公司称

雄香港电影市场，拍摄了一千多部
影片，获得过金马奖、金像奖等数
十项大奖。20 世纪 70 年代，邵氏
公司进入世界电影市场，先后在美
国、加拿大及部分欧洲国家开拓市
场，使香港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
角。

邵逸夫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电

视业蕴藏的广阔市场和巨大潜力，
创办了香港无线电视台，并将“邵
氏影城”的明星和香港演艺界的精
英网罗到门下，制作了大量的高水
平高质量电视剧。

邵逸夫并没有满足于影视业的
巨大成功，还投资股票及房地产
业，成效十分显著，收入甚至超过
了影视业。

邵逸夫离我们远去已经 4 年
多，但他创下的事业仍在发展，他
倡导的慈善义举仍在延续。今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期
间，邵逸夫基金会捐资 5亿元，设
立北京大学邵逸夫教育基金，支持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前沿研究机构的
建设和发展，汇聚全球顶尖学者，
开展前沿尖端科学研究。

邵逸夫曾说过，他的每项捐
赠，都希望倡导一种“合海内外同
胞之力量，实现中华民族富强之目
标”的精神。如今，那一幢幢“邵
逸夫”楼、一家家“邵逸夫”医
院、一项项“邵逸夫”奖学金，都
彰显着这样一种精神。还有那在遥
远天际闪烁的“邵逸夫”星，将让
我们永远铭记这位英名传四海的大
慈善家。

慈善英名传四海

—— 宁波改革开放40年印迹 ——

兰草

最近，有个学校一年级数学
单元测试后，几家欢乐几家愁。有
个班十来个同学满分，个别学生
加上附加题 110 分，但不少学生
只得六七十分。如今的孩子个个
聪明伶俐，同是一本教材，同是一
个教师教诲，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其实地球人都知道，一些孩
子拜“早教班”“幼小衔接班”“拼
音冲刺班”所赐，已经“一起点”，
一百之内的加减法早已烂熟于
胸；有的已经“二起点”，乘除法也
具备一定能力。但是，那些没有经
过早期开发、处于“零起点”的孩
子，虽然老师循循善诱，家长耐心
解读，但一旦考试，题目上有些字
不认识，加上填充、排序、大于、小
于等题型一“搅和”，往往一头雾

水，能有好成绩就奇怪了。牛刀小试
后，输在起跑线的孩子家长难免慌
神，于是寻找迅速提高孩子成绩的
办法，要么自觉不自觉地把负担加
上去，对孩子实施题海战术；要么在
节假日报个“加强班”，以期“拔苗助
长”。可这么一来，说好的“减负”“零
起点”，就很有可能泡汤。

“零起点”是教改的一项重大举
措，对于克服小学教育一味求早、求
快的不良倾向，减轻学生负担、提高
学生素质能起到重大作用。为将“零
起点”进行到底，教育部门应该坚决
纠正社会上不规范的“早教”行为。
对家长而言，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
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风物长宜放眼
量，应把心态放慢，耐心培养孩子良
好的学习习惯，逐步提高其学习成
绩。当然，最根本的还得靠老师来解
决，经过单元测试，掌握了孩子的学
习水平后，就要“默认”所有孩子是
一张“白纸”，把课堂节奏放慢，通过
耐心的课堂教育，弥补那些未经“早
教”孩子的不足，帮助他们迎头赶
上，最终消除家长的疑虑。

对“零起点”规则不能动摇

本报讯（记者王岚 海曙区记
者站林婷婷 顾东栋） 前天下午，
海曙区洞桥镇三李村的部分稻田里
一片繁忙景象：村民开着秸秆打捆
机正在收割新鲜秸秆。仅仅 10 分
钟，2亩地的秸秆便全部打碎整理
完成，变成了 2000 多公斤的“饲

料”。“这些碎料可以用来覆盖雷笋
地，也可以喂养牛羊等牲畜。”现
场一名村民说。

海曙区洞桥镇农办主任汪柏
甬介绍，洞桥镇约有 1.2 万亩晚
稻，每年能产生 8500 吨左右的晚
稻秸秆。以前，农户习惯将秸秆

焚烧还田，但同时也造成了环境
污染。

“秸秆若不焚烧，就送到终端
处理厂进行回收，但中途的运输成
本和人工成本较高，不划算。”海
曙区宁锋粮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方
建说，如今将晚稻秸秆覆盖在雷笋
上，不仅能保持雷笋生长温度和湿
度，还可以代替部分砻糠的作用，
即节省了成本，又解决了农业生产
废弃物污染问题。

目前，推动农业生产废弃物
源头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已成

为海曙垃圾分类重要工作之一。海
曙区垃圾分类办工作人员熊开平
说，海曙区是雷笋主产区之一，光
洞桥镇雷笋就有 1000多亩，“能就
近消化不少秸秆”。

据悉，海曙西片区绝大部分
农业生产废弃物是瓜果藤蔓和水
稻秸秆，若随意焚烧或者乱堆乱
放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此次的秸
秆再利用是海曙西片区农业生产
废弃物减量化的全新尝试，下阶
段，海曙区将在全区推广秸秆循
环利用。

用秸秆碎料为雷笋“增产提质”

海曙探索农业生产废弃物处置新路子

本报讯 （记者陈善君） 10
月 19 日、20 日，现代金报 15 周
年“金粉节”在宁波天一广场拉
开帷幕。两天时间里，“金粉
节”活动异彩纷呈，有读者服务
展台，也有精彩的金秋晚会。昨
晚，以金报“金粉节”为主题的
灯光秀，闪耀三江。

“金粉节”的读者服务展台
设在天一广场中心，搭建了一个
大房间，读者可以进来与金报
人交流意见和想法。在签名留
影区，金报墙上以“现代金报
15 岁啦”为主题的头版头条，
留出了一个大大的空位，读者
朋友只要往前面一站，正好是
金报的“形象代言人”。众多金
报读者提笔在签字墙上留下自己

的祝福。
昨晚，市中心三江六岸的高楼

大厦灯光秀闪亮登场，写有“金报
15岁啦”“致敬时代，与宁波共成
长”“一路有你，秀出我金彩”等
字样的花式灯光照亮夜空。

当 晚 的 重 头 戏 是 现 代 金 报
“2018 金秋晚会总决赛”，在天一
广场中心舞台举行。两个多小时的
晚会中，来自民间的演员纷纷登
台，上演拿手好戏，吸引了数千名
观众观看，掌声接连不断。

深受宁波市民喜爱的金秋晚
会，现代金报已经办了 10 多年。
晚会以“百姓舞台 快乐共享”为
宗旨，走进宁波的街道社区，让老
百姓来表演和参与比赛，已经成为
金报的一个响亮品牌。

现代金报15周年
“金粉节”异彩纷呈
灯光秀、金秋晚会为市民送上视觉盛宴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
汪董 黄艳艳）近日，镇海新城保
利箭湖文化广场 E3 地块项目取
得项目许可证，进入施工前准备
阶段。得益于镇海区在全市率先
推出的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段长
制”，项目从立项到取得施工许可
证，审批流程仅用了 39 天，比以
往提速六成。

为打破原先部门化、被动式的
审批固定模式，今年3月，镇海区审
管办推出“段长分段主办、一张清单
覆盖”项目联动模式。一般企业投资
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被缩减为立
项前期、方案会审、施工许可三个环
节，每个阶段分别由发改、规划和建
交三部门为责任牵头科室，各相应
窗口科室负责人任段长。

段长分段主办，部门协同配
合，行政服务中心全程协调，根据

项目推进精准匹配举措，真正实现
审批集约化。同时，项目相关各方按
照环节及时填写“清单”，实时反映
进度。为及时发现项目进度偏差，

“黄、红、黑”三色预警标注把控各环
节时间节点，助推项目提速。

“段长”凝聚起项目审批部门合
力，“网格长”则为之注入了辖区力量，
推动项目审批下沉一线。区审管办从
项目落地的各镇、街道（园区、管委会）
对口选拔网格长，就各辖区内的投资
项目全面梳理、查漏补缺，迅速精准地
解决项目落地中的急办、难办问题。目
前，全区有30多名项目网格员。

截至目前，镇海区“段长制”为
主体的审批模式成功应用于 20 多
个企业投资项目，项目落地提速
50%以上，帮助近 10 家企业提前 30
天开工，节省数千万元的开工前运
行成本。

“段长”分段主办“网格长”帮困解难

镇海“最多跑一次”跑出新速度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愿你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作为
中华慈孝节的主体活动之一，一
场集结海内外宁波新生代音乐家
的“归来——青年音乐宁波帮音
乐会”19 日晚上在姚江畔的江北
文化中心剧院奏响。

这是落户宁波音乐港的洛奇
音乐图书馆策划、筹办的一次国
际性公益音乐会。据介绍，青年音
乐宁波帮音乐会以“慈孝先行、音
乐传承、归来故乡、共谋发展”为
核心理念，通过召集海内外乐坛
一线的青年音乐“宁波帮”，以音

乐为媒，在甬城举行一次文化与艺
术的交流活动。

活动组织方几个月前向全球宁
波籍青年音乐家发出诚挚邀请后，
得到了热情回应。

当天晚上的音乐会集结了年轻
一代的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
管弦系教师王佳稚，当代中国著名小
提琴独奏家、室内乐演奏大师宋阳，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音乐学院小
提琴博士李晓临，中国录音师协会会
员、著名音乐制作人黄河等青年音乐
才子。他们倾情表演，为家乡的父老
乡亲呈现了一场高品质的音乐盛宴。

青年音乐宁波帮回乡献演

“归来”音乐会在姚江畔奏响

1991年5月16日，邵逸夫再次回宁波访问宁波大学。（市侨办供图）

“现代金报”灯光秀闪耀三江。 （张培坚 摄）

昨晚，宁波市第十八届少儿
服饰文化节之少儿模特亲子大赛
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共有 25 组
家庭参加了比赛。本次比赛以

“丝路童心 和谐家庭”为主
题，以亲子走秀为主要形式，通
过中式服饰秀与现代风服饰秀的
演绎，展示了我市少年儿童的时
尚与活力，勾勒出和谐家庭的美
好画面。

（丁安 项晓婷 摄）

少儿模特
亲子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