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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房炜） 刀光剑影，铁血柔情……前
晚，由我市创排的民族舞剧《花木
兰》 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
场，向第十一届中国舞蹈最高奖项

“荷花奖”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据了解，中国舞蹈“荷花奖”

是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主办的全
国性专业舞蹈评奖活动，每两年举
办一届。在压缩全国性文艺评奖

后，“荷花奖”评选的奖项数量也
随之压缩，获奖难度极大。入围本
届“荷花奖”舞剧奖终评的共有
12部剧目。根据差额评选，共有 7
部剧目参加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9 日
在上海长宁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
行的展演活动。《花木兰》 是我省
唯一入围作品。

据了解，《花木兰》 是由中央
歌 剧 院 与 武 汉 市 黄 陂 区 人 民 政

府、宁波市演艺集团共同制作，
宁波市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型原创
民 族 舞 剧 。 该 剧 以 “ 孝 ”“ 忠 ”

“爱”为主线，讲述了一位美丽少
女走向巾帼英雄的历程。2017年 5
月 17 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
先后亮相武汉琴台大剧院、第十
五届亚洲艺术节、第四届乌镇互
联网大会、2018 年的上海国际艺
术节。

据悉，宁波市歌舞剧院为了冲
刺“荷花奖”，全体演职人员一个
月前就开始封闭式训练，在舞蹈
动 作 、 呈 现 效 果 等 方 面 精 益 求
精。前晚的演出受到评委和观众
的热烈欢迎，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

据悉，7 部剧目展演结束后，
评委将从中选出 5部作为最终得奖
作品。

舞剧《花木兰》冲刺中国舞蹈最高奖

昨日下午，第四届“悦读童年”经典绘本剧创意表演大赛决赛在宁波五一剧院举行。
10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全新演绎了各自精彩的绘本故事。《牙齿大街的新

鲜事》《皇帝的新装》《我什么都不怕》 等故事被搬上了舞台。这些绘本经过精心设计、巧妙编
排，搭配精致的道具、变幻的灯光、漂亮的服饰等，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比赛结束后，现场评委对每个参赛作品进行了精彩的点评。最终，由宁海县妇联、宁海县图
书馆选送，宁海县实验幼儿园表演的《小青虫的梦》获得一等奖。

绘本剧创意表演大赛自2015年举办以来，受到幼儿园、家长和孩子的热烈欢迎。
（胡龙召 孙婷 文/摄）

小朋友在化妆。 老师拍下照片跟孩子们分享。

《《小青虫的梦小青虫的梦》》获得了一等奖获得了一等奖。。

小朋友等候上台小朋友等候上台。。

把绘本
搬上舞台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周唯轶 汪雯婕） 记者前天从海曙
规划分局获悉，一条串联 8大历史
街区、展示与体验宁波人文风貌线
路的 《宁波文化紫道 （海曙区段）
建设策划》通过部门评审。

宁波 8 大历史街区中，7 个在
海曙。“文化紫道不是一条单一的
线路，而是一个从街头到巷尾的导
入，是且行且停的场所，也是可体验
与参与的长廊。”海曙规划分局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宁波文化紫道将
带给市民全时段、多方式的游览体
验空间，打造最宁波、最世界的历史
文化名片。

海曙区推出的《策划》是《宁波
历史城区展示与利用规划》近期实

施项目的分解任务之一，通过宁波
文化紫道串联宁波 8 大历史街区、
展 示 与 体 验 宁 波 人 文 风 貌 的 线
路，从历史街区活化、沿线街道整
治、景观节点提升、配套设施建设
等几个方面作了系统的展示利用
规划，并选取月湖周边作为试点
路段。

根据 《策划》，海曙将活化打
造四大区块。

宁波传统生活体验区主要设计
方向为住和憩，展示市民生活文化
特色，通过活化利用秀水街和伏跗
室永寿街，开挖水系沟通 3 区 1
园，改造中山公园，更新尚书街停
车场和 5个老旧小区等，营造最宁
波的生活形态。

宁波人文景观体验区主要设计
方向为赏和艺，展示书卷文人文化
特色，通过老旧建筑活化、天一
阁·月湖景区业态提升、西门口地
块拆除重建等，打造最有文化底
蕴、历史建筑最多、景观条件最好
的片区。

宁波民食民俗体验区主要设计
方向为食和俗，展示甬商港埠文化
特色，通过城隍庙三角地块更新改
造、观宗讲寺—延庆寺活化、街区
交通改善工程、天封塔亮化工程、
天封社区西区拆除重建等，打造最
传统民俗活动重地。

宁波水乡风情体验区主要设
计方向为游和闲，展示江南水乡
文 化 特 色 ， 通 过 南 塘 河 绿 道 贯

通、长春门遗址公园新建工程，
打造海曙历史城区内“最水乡”
的区域。

为提升区域整体面貌，《策
划》建议对和义路、永丰路、孝闻
街等 20 条沿线街道进行整治，对
东渡门遗址公园、鼓楼—永丰库节
点、天封塔公园等 6处一级景观节
点以及和义门瓮城遗址、林宅、长
春门遗址公园等 20 处二级景观节
点进行提升。

近期，海曙区将月湖周边作为
紫道建设示范段，重点提升镇明路
—三支路段、偃月街—长春路段、
马衙街路段，对道路风貌整治、地
面铺装、标识指示系统、景观小品
等进行改造提升。

海曙出台“文化紫道”建设规划

活化打造四大区块 整治提升20条道路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丁
洁雯） 12月8日是宁波市第十个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日，带着老宁波记
忆的冰厂跟文化展厅当天上午在滨
江公园揭牌，这也是滨江大道一期

（中兴北路—常洪隧道）景观提升工
程项目的组成部分。经过市住建委和

市文广局的共同合作与努力，历时10
个月，冰厂跟项目终于圆满完成。

19 世纪英国摄影家约翰·汤
姆逊在游记 《中国与中国人的影
像》中，以优美的笔调叙述了初夏
时节甬江的见闻。其中，特别提到
了“一件新奇的事物”：“便是江岸

上那一排排连绵不绝的冰屋，里面
贮存的冰用于夏天的时候给鱼保
鲜”。约翰·汤姆逊所说的“冰
屋”，就是“老宁波”口口相传的

“冰厂”。
据介绍，建成后的冰厂跟主要

分为冰文化展示厅和惠民文化活动

中心两大板块。
冰文化展厅内《六月冰舞，撼天

动地水之洗礼》的主题陈列，系统介
绍了宁波的冰文化与冰厂跟的故
事。展厅里，冰箱、冰榔头……一件
件写满故事的展品，将带着宁波市
民感怀过往岁月。冰厂跟将开展“万
民城市阅读，万民口述历史，唱响甬
城历史文化”活动，努力打造成为以
图书为主体，集城市文化展览、影视
与老人休闲、养生为主要内容的文
化场所，既是对宁波特色地域文化
的弘扬与传承，也是打造宁波城市
老龄活动中心的良好尝试。

寻找记忆中的老宁波

冰厂跟文化展厅在滨江公园揭牌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谢挺 陈张坤）宁波锦越新材
料有限公司新材料项目日前开始
动工，从竞拍拿地到开工建设，仅
耗时2个多月。“拿下50亩地，项目
尽早开工，意味着我们能更快投入
生产。”锦越新材料项目负责人说。

与以往土地出让不同，北仑
这宗土地除了有地块基本情况和
规划指标要求外，新增加了固定
资产投资强度、年土地税收、环境
标准、研发强度等标准要求。该区
审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带

“标准”出让的土地，在北仑当地集
成电路产业类土地出让中还是首
次。它明晰了工业用地的使用要求
和标准，缩短了审批流程。换言之，
这些附带的硬指标，就像是土地的

“嫁妆”，让企业清清楚楚地知道所
“娶”何地，有利于满足集成电路产
业更迭快、投产时间紧的需求。

“标准地”，就是把每一块建
设用地的规划建设标准、能耗标

准、污染排放标准、产业导向标准、
单位产出标准等“明码标价”，带地
一起出让。这是我省从今年起实施
的一项改革新政，也是投资项目土
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之举。
这也意味着新增工业用地要带着能
耗、环境、建设、亩产等标准实行招
拍挂。“标准地”制度建设无先例可
循。上月底，北仑区出台《“标准地+
承诺制”改革实施方案》，将加快建
立“标准地”企业承诺、信用评价+
数据应用的全过程监管机制。

北仑区发改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过去企业主拿地更多的是考虑
竣工投产后产出多少收益，对亩税
收、环境能耗等考虑得不多。现在，
通过倒逼迫使企业拿地也要“量入
为出、适度消费”，进而推动企业“提
档升级”，增加亩均税收。

目前，北仑区累计成交“标准
地”13宗，面积2450亩，范围已经从
最初的模具、汽配用地扩大到集成
电路、化工新材料等新兴领域。

土地出让自带“嫁妆”
企业拿地“量入为出”
北仑完成13宗“标准地”挂牌出让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谢芸竹） 星光点点，灯影迷
离，又一场奇妙的光影奇妙之旅
如约而至。昨晚，2018 宁波文
化广场灯光节亮灯仪式在万人广
场举行，意味着在这个冬季宁波
文化广场又将沉浸于五光十色、
如梦如幻的灯海世界。本届灯光
节将持续至2019年2月24日。

在当天晚上举行的亮灯仪
式上，舞蹈、抖音串烧、流行
说唱与京剧合演等节目轮番上
演。这场将现代光影技术与传
统、现代表演艺术完美融合的
演出带给观众与众不同的体验。
最后，随着炫酷精彩的高空真人
肢体表演，文化广场内以桥、房

顶、栏杆、河岸等为载体的绚丽灯
带、光束霎时亮起，似万道霞光照
亮整个广场。

记者了解到，宁波文化广场从
2015年开始打造以“拾光季”为品
牌的灯光节，每年给市民留下了美
好的印象和回忆。本届灯光节的主
题为“拾光季·不光有影”，其含
义是不仅延续往年灯光装置的展
现，也纳入更多元的、新奇的光影
艺术形式。其中由德国顶级灯光设
计大师编程打造的组合激光秀是本
届灯光节最突出的亮点之一。据介
绍，组合激光秀从12月8日将延续
至2019年1月1日，每晚在6时、7
时、8 时演出三场，每场 20 分钟，
向市民免费开放。

宁波文化广场灯光节
与你相约在冬季

“拾光季·不光有影”2018宁波文化广场灯光节亮灯仪式现场。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戴旭光 张瑜）“10月30日，结对
村民反映村口污水管道破损，污
水外溢臭味熏人，联系保洁公司
后，该问题目前已处理……”在镇
海澥浦镇沿山村党员吴芳芬的联
系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走访村
民的相关信息。一名党员认领一
个“红岗”、联系若干党员，这样的
模式正在该镇范围内全面推广。

社会绿化谁参与？矛盾纠纷
谁解决？民生问题咋处理？……面
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关键小事”，
镇海澥浦在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
度的基础上，创新设立垃圾分类
指导、小微水体劝导、邻里关系协
调、片区绿化督查、道路保洁监
督、古建筑群守护等六大“党员红
岗”，探索党员在联系服务群众、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基层社会治理
等方面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

在汇源社区“老娘舅”洪同华办
公室，经过调解的老李和邻居徐师
傅脸上露出了笑容，曾经恶语相向
的双方握手言和；在十七房村，党员
干部今年已走访服务企业群众近
6000 人次，帮助解决问题 40 余个，
村信访率同比下降 20%……“红色
基因”的注入，在澥浦一线唱响了

“党建+基层善治”的好声音。
据统计，澥浦 97名镇机关干部

和 57 名村干部已联系包干 46 个网
格支部 800 余名农村党员，通过组
团服务、全程代办等形式服务群众
256人次，推动民心在基层聚集、问
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形
成了党建引领、共建共治的基层善
治新格局。

镇海澥浦
推广“党员红岗”长效机制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
郁安昌） 日前，鄞州区税务局首
南税务所管理员曹红雨接到宁波
澎湃天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会计
钱女士的求助电话：面对网厅界
面一遍遍地显示申报失败提示，
眼看着就要到申报截止日期了，
她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曹红雨马上帮她一起找原因，终
于发现是因为钱女士今年 8月份

提前申报出了错。最后，曹红雨帮
她一份一份地审核填报，一直忙到
晚上 11 时才圆满解决问题。钱女
士对此由衷点赞：“税务部门的服
务急人所急，真贴心！”

鄞州区税务部门还陆续推出了
“青税小课堂”网络直播、升级预
约、“视频连连看”在线辅导等便
民服务，让广大纳税人和缴费人省
时省心。

便民办税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