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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房炜） 昨天，记者从市演艺集团获
悉，受武汉大学邀请，甬剧 《筑
梦》 将于 11 月 24 日、25 日在武汉
大学校庆 125 周年期间在武大演
出，以此纪念建造武汉大学的宁波
商人沈祝三先生。

据了解，沈祝三 1877 年出生
于现在的鄞州区沈风水村。他幼
年丧父，读过几年私塾，因家贫
学做木匠，经过多年努力，1908
年，沈祝三在汉口正式开办了自
己的营造厂——汉协盛营造厂。
1930 年 承 建 武 汉 大 学 ， 历 经 艰
辛，几乎倾家荡产将武汉大学建
成。几年前，市演艺集团董事长

邹建红在武汉大学了解沈祝三事
迹后，深感敬佩。市演艺集团决
定将沈祝三的故事以甬剧的形式
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
伟大的宁波商人。

《筑梦》 2014 年成功创排，至
今 已 演 出 50 多 场 ， 受 到 广 泛 好
评。武汉大学特在校庆之际发出演
出邀请，希望学生们通过甬剧了解
校史、传承精神。近期，市甬剧团
的演员正在加班加点精心排练。

“作为宁波的艺术院团，讲好宁波
故事、宣扬宁波精神是我们的责
任 ， 希 望 武 汉 观 众 会 喜 欢 《筑
梦》。”宁波市甬剧团总经理吴刚
说。

甬剧《筑梦》受邀
赴武大演出

近日，新建成的庆安会馆海
商文化花漾街区为宁波城市街头
再添一道美丽风景。

庆 安 会 馆 景 观 提 升 工 程 以
“海上丝路古韵在、月季花开四时
春”为主题，通过越窑青瓷、海

浪、花境等元素体现海商勇敢、
拼搏、智慧的精神特色和海商文
化，同时以花为纽带串联姚隘
路、江东北路、常关弄、东胜
路、中山路。

（王岚 包静琴 摄）

庆安会馆海商文化花漾街区建成

本报讯（通讯员杨旭）昨日，
“我为宁波代言—2019 宁波市少
儿迎新晚会”演员选拔工作启动。
晚会定于 2019 年 1 月 27 日晚 7 时
在凤凰剧院举行。

本场晚会由市关工委、市残
联、市慈善总会作为指导单位，
现代金报社、新华小记者宁波组
委会、青紫荟萌等单位联合主

办，宁波青紫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宁波大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以舞台剧作为表现形式，
穿插歌曲、舞蹈、小品、朗诵、
走秀、魔术、武术、器乐等 8 个
节目，让孩子们在各个层面展示
最好的自己。

宁波市范围内 3 岁至 14 岁的
少年儿童均可报名参与。

2019宁波市少儿迎新晚会
启动演员选拔

本报讯 （记者龚哲明） 民革
市委会近日举行宁波市书画研究
会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研究会第
二届理事会，陆爱国任会长，金
林观、李羡唐任名誉会长。

会议听取了宁波市书画研究
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报告

回顾总结了五年来研究会的工作
情况和取得的成绩。

会议审议通过宁波市书画研
究会变更业务主管单位、《宁波市
书画研究会章程》（修改稿）、《宁
波市书画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
事选举办法》。

宁波市书画研究会换届

本报讯 （记者朱军备 通讯
员叶立标） 前天下午，桃源书院
执行院长、宣讲团团长胡茂伟走
进华茂学校，为 600 名师生宣讲
宁波地方文化的源头和书院文化。

世界“宁波帮·帮宁波”发
展大会后，作为浙东文脉源头的

桃源书院，组建了“书院文化进
校园”宣讲团，整合书院的文化
与人才资源，首站走进华茂学
校，宣讲“知行合一、知难而
进、知书达礼、知恩图报”文化
内涵，让在座的师生更深地了解
宁波、懂得宁波，最终爱上宁波。

宁波地方文化宣讲进校院

秦淮川

18 日，2018 苏州太湖马拉松
在细雨中鸣枪开跑。女子组比赛最
后时刻，中国选手何引丽在冲刺过
程中，有志愿者递上国旗，打乱了
她的节奏，导致何引丽被非洲选手
拉开距离，遗憾获得亚军。现场解
说人员在比赛中“吐槽”志愿者太
业余：“拿国旗的志愿者先别追
了。这个时候，运动员正在咬牙坚
持，一切场外因素的干扰，对于运
动员都是有影响的。”（11 月 19 日
中国新闻网）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长跑
的冲刺阶段，一旦遭遇干扰，运动
员的成绩就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影
响。既然是马拉松比赛的志愿者，
就应该懂得这一常识。递上国旗，
或有善意，但是得讲究时机，也须
讲究场合，更得遵循常理。否则，

就可能好心办坏事，不仅无法彰显
国旗的尊严，更让人失望。不妨作
一假设，如果何引丽顺利夺冠，在
其欢呼庆祝之际，志愿者不失时机
地送上国旗，何引丽身披国旗矫健
奔跑，岂不更好？

爱国之情，是最朴素的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在中华民族几
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
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
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
力量。表达爱国情感没有错，用国
旗传递爱国符号也没错，错的是不
讲究时机，错的是帮倒忙。

这些年，每有马拉松比赛，冠
军往往被国外选手摘取，在这种
背景下，何引丽当时若能夺冠，
意义自不待言，哪怕不披国旗，
也能展现爱国心，足以感染中华
儿女。遗憾的是，两名颟顸的志
愿者有意无意地破坏了这一愿景，

令人扼腕。
苏州太湖马拉松承办单位——

苏州市高新区体育局体育处的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从我们竞赛角度
来说，我们不允许其他人包括裁判
进入赛道。可能是她 （志愿者） 个
人情感的表达。”既然如此，是不
是暴露出承办方组织和管理不力？
耐人寻味的是，有马拉松赛事顾问
谈及志愿者递国旗事件时，称这是
主办方内部规定。如果属实，主办
方不该自我省思？事实上，类似强
塞国旗的做法屡见不鲜，不仅选手
啧有烦言，连围观的群众也忍无可
忍，怒斥这一做法不专业、不规
范、不得人心。

还有一件“插曲”值得一提。
有署名“四川魏静”的微博谴责何
引丽扔国旗，尽管何引丽为此道
歉，此人仍不依不饶，甚至上升到
不爱国的地步。什么年代了，还抓

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
线？一个愈加开放的社会，是不会
容忍这种“道德绑架”的；一个有
包容意识的时代，是不会赞成这种
恶劣的“爱国”恐吓的。令人欣慰
的是，从网络反馈看，绝大多数人
在力挺何引丽的同时鄙薄“四川魏
静”。

置身于新时代，我们有理由对
爱国的内涵理解得更深刻。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时时想到国家，处
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
之，害于国者恶之”。爱国，不能
停留在喊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
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
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
根人民，奉献国家。故此，不妨把

“递国旗事件”当成一种热议何为
爱国、如何更好地爱国的契机，以
更好地理解爱国，更真诚地拥抱国
家。

反思“递国旗事件”：
表达爱国情，方式要恰当

江德斌

近日，重庆沙坪坝区在磁器口
古镇和红岩联线景区开展放心消费
创建活动，首批 25户商家试行线下
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有效提升了
景区形象和品质。商家主要销售珠
宝玉石、服装、丝绸制品、竹艺、陶瓷
等商品，他们在店门口和店内醒目
位置悬挂了线下七日无理由退货承
诺牌（11月19日澎湃网）。

此举赋予游客“后悔权”，可以
优化游客消费体验。景区销售商品
价格一般较高，有些地方还存在信
息不对称、以次充好、价格欺诈、强
买强卖等行为，令消费者利益受损，
一些游客买完后发现不值，又无法
再去景区退货，只能打落牙齿往肚

子里咽。推行七日无理由退货，就可
以保障“后悔权”，游客不必再担心
上当受骗，不满意退货就行了；同
时，又能促进商家注重商品和服务
质量，促使其依靠质量和口碑取得
游客信赖，有助于自身形象提升。

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的可以七日无理由退货，只适用于
网购，而不适用于实体店。实体店的售
后服务仍执行“三包”规定，即产品自
售出之日起七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
费者可以选择退货、换货或修理（包
退、包换、包修），有额外约定的除外。
推进线下七日无理由退货，就是通过
填补退货规则落差，为消费者赋权，改
善线下消费体验，打破信息不对称屏
障，增进商家与消费者的信任感。

其实，很多年前就有线下商家

出于竞争所需，对消费者承诺无理
由退货，一般在七日至十五日之间，
以大型零售商场为主。近年来，景区
购物欺诈问题频频出现，部分商家
玩弄各种花招，做一锤子买卖，引发
了信任危机，很多游客“用脚投票”，
不在景区购物，导致景区商业生意
下滑，商家经营愈发困难。

基于此，部分景区开始尝试无
理由退货，以扭转尴尬局面。比如，
张家界市 2015 年开始试点十五日
无理由退货，已经试点两年多了，效
果很不错，今年开始正式实施。去年
云南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景区购物

“后悔权”，承诺游客三十日可无理
由退货。今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
工作会议上亦透露，12315 也在试
点实体店无理由退货。

重庆沙坪坝景区线下七日无理
由退货制度于本月初试行后，目前
商家已为游客退货 8起，金额 4.5万
余元。可见，景区购物“后悔权”非常
有效，能够大幅度强化商家的诚信
意识，提升游客的满意度。游客不再
提心吊胆了，就会放心消费，进而进
一步刺激其观光购物的欲望。显然，
这是多方获益的举措，值得在全国
推广，让更多人受益。

随着线上线下营商成本趋于一
致，新零售概念全面融合，线上线下
界限逐渐模糊，未来或将不分彼此。
因此，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场看，
有必要及早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把实体店纳入无理由退货范
围，以统一线上线下退货规则，让消
费者权益受到全面保障。

景区购物“后悔权”应全面推广

胡 浩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
若干意见》 发布。该意见强调了
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并要求遏制
过度逐利的行为。

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
“短板”。随着社会需求与资源供
给缺口的增加，近年来民间资本
大举进入幼教产业，在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缓解“入园难”问题，
但也让资本逐利性与教育公益性
的冲突日益显现。因为有利可
图，幼教产业成为资本市场的

“盛宴”，幼儿教育成为“最昂贵
的教育”。

在逐利的驱使下，幼儿园的赞
助费、捐资助学费、空调费等层出
不穷，“双语教学”“艺术特长”“早
期潜能开发”成为天价学费的注
脚，办园条件堪忧、安全隐患频现，
师资质量差、教师待遇低，以至于
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障。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
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
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要求，健全学前教育政策保
障体系，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安全优质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
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

逐 利 不 应 是 学 前 教 育 的 追
求，公益性才是其根本属性之
一。在幼儿园接受教育，对人的
一生至关重要，对开发智力、培
养习惯和促进身心健康等影响深
远，同时也为学校教育和终身教
育奠定基础，是关系人口素质提
升的大问题。强调学前教育的公
益属性，对促进国民素质整体提
高、社会公平、脱贫攻坚等具有
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作用。

此次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若干
意见提出一系列关键性治理措
施，对于公立及非营利性幼儿
园，“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
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
控制”等商业控制手段被逐一禁
止，而对于营利性幼儿园，则提
高了准入门槛，要求取得“省级
示范园资质”，并切断了营利性幼
儿园开展直接资产证券化的路径。

那些抱着发财目的办幼儿园
的，请另择他路。让学前教育回
归教书育人的本质，还幼儿园一
方净土。

办幼儿园不能为了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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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1版】记者从海曙区供电
所了解到，仅个别电力杆因为附
近用户需要仍带电，其余虽拉有
电缆具备供电能力，但均没在使
用。因电力杆密集且高度高，被各
通信及摄像头等道路新增设施线
缆借用，慢慢地越拉越多。“为了
5A 级景区建设，我们愿意配合相
关部门拆除废弃杆，并已制订了
相应拆除方案。”海曙区供电所所
长屠新强说。

长春路城市立杆、管线问题
由来已久。记者了解到，由于历史
原因，这些线杆竖立时处于无序
状态，后期又因为基础资料缺失、
人员变更、体制变革、相关运维单
位不断交替等原因，最终形成线

越挂越多、越拉越乱的现状。
昨天上午，市智慧城管中心

专题召集 10余家单位召开长春路
废弃线杆综合整治工作协调会，
通过强化各部门的协作联动推动
解决各单位难以独立落实整改的
城市管理问题。会议明确，力争 12
月底前全面清除、规整长春路包
括废弃线杆在内的遗留问题。

城管部门表示，接受社会各
界的意见和心声，积极牵头，多方
联动，并建议从全市层面建立统筹
机制。广大市民可利用“甬城管+”
APP 终端和@甬城智慧城管官方
微博（新浪）及时发现并反映身边
的疑似废弃线杆问题，携手为美丽
宁波拔除“倒刺”，扮靓甬城。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在昨晚
结束的中国嘉德 2018 年秋拍“大
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近现
代”专场中，潘天寿癸卯 （1963
年） 指墨巨制《无限风光》现场以
2 亿元人民币起拍，经过激烈竞
拍，最终以 2.5 亿元人民币落槌，
加佣金共计 2.875 亿元人民币成
交，再创潘天寿作品交易纪录。

潘天寿作品中，指墨作品少之
又少。这幅 《无限风光》 尺寸为
358.5cm×150cm，如此巨幅指墨
画还是第一次在市场上看到。

指墨画兴起于明末清初，起源
于民间。指墨一道，或谓“偏侧小
径”。然潘天寿却不捐细流，将指
墨与笔墨同参造化，齐头并进。他
将这种素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偏侧
小径”发扬光大。以指墨作画，运

筹 帷 幄 ， 1963 年 潘 天 寿 再 攀 高
峰，完成了他平生最大的指墨巨制

《无限风光》，尽显其盛年思想精髓
与创作魄力，恢弘磅礴，登峰造
极。

据了解，在中国嘉德 2015 春
节拍卖中，潘天寿的 《鹰石山花
图》 从 6800 万 元 起 拍 ， 最 后 以
2.7945亿元创潘天寿画作拍卖价格
纪录。

潘天寿先生 1897 年出生于宁
海。2017 年，我市举办海峡两岸
纪念潘天寿诞辰 120周年大师故里
系列活动，包括潘天寿宁海珍藏作
品展、潘天寿美术教育文献展、潘
天寿书画作品赏析展、“探访大师
故居，追随大师足迹”、“尺幅千
里，两岸一家——共话书画传承雅
集”等。

潘天寿《无限风光》
拍出2.875亿元
再创其拍场最高价纪录

▶指墨作品 《无限风光》
为潘天寿以毛主席诗意“借题
发挥”实现自己磅礴雄心的巨
幅创作，亦为其“为东方文化
高峰增高阔”理念的典范佳
构，更堪谓画家“以指代笔”
俯仰天地之间超逸高雄的巍峨
丰碑。

指墨巨制
《无限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