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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员
陈敏健） 昨天，“哈哈！2019”儿
童艺术展在宁波市文化馆 117艺术
中心开幕，展出美乐童年艺术中心
的小艺术家们创作的 130多件美术
作品。这场童趣盎然的艺术展为即

将到来的寒假送上了一份别样的礼
物，也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
艺术欣赏和体验窗口。

记者了解到，“美乐童年”是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创立的一个美
学教育品牌，致力于“引领儿童美
学成长”的美学玩具和美学教育推
广，2012 年入驻中国。2017 年，

“美乐童年艺术中心”在宁波成
立。这次展览筛选了该艺术中心上
百名小朋友在 2018 学年中创作的
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除了涂鸦、彩

绘等以外，还有儿童创意拼搭、折
纸造型、装置等。

据美乐童年艺术中心品牌策划
肖小姐介绍，他们的教育模式以

“游戏、创意、艺术”为核心，注
重对孩子艺术想象力的开发，鼓励
孩子以艺术的形式大胆表达对这个
世界的认知和理解。2018 年，艺
术中心每月为孩子设计一个主题，
孩子们在老师的引领下，通过生动
的情境还原有趣的主题游戏，对世
界顶级艺术大师的生平及其作品进

行体验式解读。孩子们根据自己对
世界、事物的认知及生活体验进行
重新塑造表达，从而创造出独特的
艺术语言。

据市文化馆负责人介绍，宁波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自
2016 年全面开展以来，就把青少年
儿童的艺术教育普及列为一项重要
内容。117 艺术中心每年会举办许
多儿童类艺术展览，为全市少儿的
艺术教育搭建展示、交流的平台。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月27日。

孩子眼里的世界是啥样的？
117艺术中心举办的这场儿童艺术展为你揭秘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房炜） 前天晚上，我市创排的民族
歌剧 《呦呦鹿鸣》 全国巡演第四
场 演 出 在 重 庆 国 泰 艺 术 中 心 上
演。演出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
演员们多次谢幕，观众迟迟不肯
离去。本场演出的顺利落幕也代表
着 《呦呦鹿鸣》 首次全国巡演结
束。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深情讲
述以屠呦呦为主的团队提取青蒿素

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该剧自
2017年5月在宁波首演后，先后亮
相第十九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第三
届中国歌剧节。2018 年，《呦呦鹿
鸣》 先后三次应邀赴北京，参加

“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国家大
剧院歌剧节”和“全国优秀现实题
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示范性演
出。

此次巡演，是《呦呦鹿鸣》的
首次全国巡演。为了保证合唱队伍

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宁波市演艺集
团在原歌舞团的基础上，把甬剧
团、话剧团里歌唱功底较强的演
职人员组合在一起，进行了为期
一个月的专业培训，为 《呦呦鹿
鸣》建立了一支随时可以调动的合
唱团。此前，《呦呦鹿鸣》 先后在
四川宜宾酒都剧场、成都锦城艺
术宫巡演。当地观众纷纷表示，
很少看到这么高质量的民族歌剧，

《呦呦鹿鸣》 不但歌好听、戏好

看，剧中表现的宁波文化更让他们
印象深刻。

近几年，市演艺集团多次组
织我市原创剧目开展全国巡演。
2017 年 ， 宁 波 市 小 百 花 越 剧 团

“越剧万里行”在四川掀起了一阵
越 剧 浪 潮 ， 2018 年 舞 剧 《花 木
兰》 在四川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通过舞台艺术巡演，不但展示了
宁波的地域文化，还宣传了宁波
的城市形象。

《呦呦鹿鸣》首次全国巡演结束

昨天下午，宁海县十里红妆文化
创意集市在东方艺术博物馆开市。

昨天的集市以“金猪闹春吉祥
年”为主题，现场进行的县工艺美术家
协会女红专业委员会刺绣作品义卖、
宁海县城中小学国画社团的水墨百猪
长卷创作、花色小猪模型米糕制作、手
工吉祥红猪缝制等，无不呈现着浓浓
的宁海十里红妆传统文化印迹。

宁海县十里红妆文化创意集市
今年将定期推出内容广泛、参与性
强、民俗特色鲜明的十里红妆系列
活动，力争打造宁海标志性的文化
创意集市。（严龙 陈云松 文/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包德贵） 前天下午，著名琵琶演
奏家、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傅丹在宁波中学多功能厅，为包
括龟兹琵琶学社全体学员在内的
500 余名师生作了一场 《音乐漫
步，愉悦生活》的主题讲座，这
也是文促会“百场经典进校园”
活动之一。

作为我省民乐界领军人物之
一，近年来傅丹关注着传统高雅
艺术的传播与普及，已在全省举
办 了 近 百 场 主 题 讲 座 。 2018
年，她先后到我市的宁波大剧
院、天一阁、康宁医院、颐乐园、市
直机关、和丰创意广场和台州等
地，向各界观众传播琵琶艺术，
畅谈音乐人生。在她的主导下，
宁波文促会还先后创办了“琴韵
丹心”成人学弹琵琶班、朝晖实
验学校琵琶学社、象山第六小学

琵琶学社等公益性琵琶普及培训平
台 8 个，近 600 人得到系统学习琵
琶弹奏的机会。

“一个人自幼接受艺术的熏
陶、音乐的滋养，带来的精神营养
会受用一辈子。”讲座中，傅丹谈
到了音乐对人情绪、情感、情操的
感化作用以及艺术给人精神、气质
上带来的改变。同时，她从学习琵
琶的心态、琵琶演奏过程中手指的
弹拨、琵琶音色的多样性等阐述学
弹琵琶的多元益处与乐趣。其间，
她还和弟子演奏了多首琵琶名曲。

宁波中学是宁波文促会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基地之一，面向该校新
疆班学子设立的龟兹琵琶学社创办
3 年来，已有 50 余名库车学子免
费 系 统 接 受 了 琵 琶 弹 奏 技 艺 培
训。学校每周安排 2个课时的琵琶
教学，由文促会指派专业琵琶老师
负责教学。

宁波文促会走进
宁波中学普及琵琶艺术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周舒叶） 写一首诗，听一首歌，
唱出一个宁波故事。近日，以

《云湖姑娘》 为故事蓝本，以
“慈孝”为精神内核，集结宁波
本土音乐团队创作的情景式原创
歌曲音乐会《慈风孝行》在江北
区文化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这是

“第十届中华慈孝节”的系列主
题活动之一。

近年来，宁波本土原创音乐
作品不断涌现，其中不乏高质
量、本土化的作品。本场音乐会
选取了富于代表性及慈孝情怀的
16 首原创歌曲，如 《这里是宁
波》《云湖姑娘》《七十二条半
弄》《梦回慈城》《孝子列传·
汉》《十里红妆女儿梦》 等，用
年轻人喜爱的情景式音乐剧方
式，讲述一个宁波故事。

本场音乐会从乐队到歌曲，从
故事到舞美，都深深打上了“宁波”
烙印：多个宁波本土优秀音乐团队
联袂演出，集结了大树音乐、圣大音
乐、灯塔音乐、风向音创以及宁波本
土知名乐团阿拉现代乐团等。

故事贯穿宁波改革开放 40年，
场景在月湖、外滩、慈城云湖之间转
换，传统江南街巷与现代时尚外滩
完美融合，讲述了在宁波这个慈孝
之乡，两个主人公经历了年少时青
梅竹马、长大后离散各自拼搏创业、
最终重聚共同尽孝的故事。

据悉，本场音乐会得到了各界
的关注与支持。江北区文联和宁波
市音乐家协会在创作上给予专业支
持，宁波市江北口腔医院也在音乐
会现场捐出“慈孝”专款，由企业
捐 款 设 立 的 2000 万 元 “ 慈 孝 基
金”亮相。

情景式原创歌曲音乐会
《慈风孝行》上演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前天下
午，由民营书店设立的纯文学奖
——第六届宁波三味文学奖举行了
颁奖仪式。该奖于 2013 年由三味
书店设立，每年评选一次，至今
已有 10 多位作家获奖。据悉，由
民营书店设立文学奖，在全国并不
多见。

2013 年底，三味书店创始人
卓科慧向奉化作协提议，愿每年出
资一万元设立三味文学奖，奖励成
绩突出的奉化籍作家。卓科慧的提
议得到奉化区作协的积极响应。经
过筹备，三味文学奖获准成立。据
悉，三味文学奖根据作家们当年发
表作品的数量、发表作品的期刊级

别等设立了一套综合考评体系。由
奉化区作协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
审。为了鼓励年轻人，三味文学奖
规定一位作家获奖不能超过两次。
第一届评出三位作家，共同分享一
万元奖金，第二年评出两位作家，
各奖励五千元。为了增加三味文学
奖的分量，从第三届开始，每年只

评一位作家，奖励一万元。评选机
制经过几年的完善，三味文学奖逐
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影响力也
越来越大。

今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作家积
极创作，在保持一个文学奖外，又
设立了四个入围奖，获奖者各奖励
面值 1000 元的书卡一张。今年三
味文学奖的获奖者虞燕是一位“轮
椅作家”，患有小儿麻痹症，因为
热爱文学，近年来对创作孜孜不
倦。2018 年她在各级刊物发表近
十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短篇
小说《理想塔》在国内引起强烈反
响。

第六届宁波三味文学奖颁奖
“轮椅作家”虞燕获奖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通
讯员朱燕君 王谢雪） 前天下
午，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宁波海
曙南门万安专场暨“我是幸福
规划师”社区微治理项目启动
仪式在宁波效实中学体艺馆举
行。

全国社区网络春晚由中国社
区发展协会、中国志愿服务联合
会、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中国
志愿服务全国联络总站主办，今
年已是第八届，在全国征集了
100 个城市和 1 万个社区，开展
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城市分会场和
社区专场，万安社区是宁波唯一
入选的社区。

“万安社区被选中，得益于
社区有一支强有力的后援——万
安社区文联。从 2002年 4月 14日
作为浙江省首家社区文联成立至
今，社区文联指导社区成立了舞
蹈队、合唱队、排舞队等 10 余支
文化团队，会员 500 余人。”万
安社区党委书记徐剑英介绍，17
年来，文化润物细无声，引领着

居民的美好生活。
社区文联名誉主席、宁波市

音乐家协会主席陈民宪在万安社
区 居 住 了 20 多 年 ， 他 曾 创 作 了

《万安社区之歌》。在现场观看演
出的他深有感触地表示：“一台节
目，让人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浓浓邻里情。社区以文化人，
入脑入心，让每位居民有安全感和
幸福感。”

在当天的活动中，万安社区还
成立了“社区微治理工作室”，聘
请了陈民宪和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教授何镇飚、宁波市慈善总
会副秘书长陈海英等 6 名导师为

“幸福万安”社区微治理规划师导
师，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导师
团队。

“万安社区是一个老小区，为
此，社区发出‘人人都是社区规
划师’的号召，希望全体居民为
社区微治理出谋划策，同时借助
专家、导师的力量，让社区从外
观到精神都越来越美丽。”徐剑英
说。

全国社区网络春晚
万安专场开演

十里红妆
文创集市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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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惩治贪腐

2018 年 12 月 20 日，宁波市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会
主任，宁波供销集团公司董事长詹
鑫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11月19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宁波日报社社长蒋旭灿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10 月 9 日，宁波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原主任、党委书记叶继
松，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

9月8日，宁海县政协原副主席
华祥平，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

6月1日，宁波国家高新区原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原副主任洪世弈
受贿、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两罪并
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
坚持重拳反腐、强化肃贪惩腐，

我市始终如一。2018 年，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严惩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等职
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更加精准地惩
治腐败，更加有效地遏制增量，更加
有力地消减存量，充分体现监察体

制改革权威高效的政治优势。
据统计，去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7174件次，同
比下降8.6%；立案1646件，同比增长
13.9%；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533人，
同比增长 3.4%。共查处市管干部 32
人，其中副厅级干部10人，处级干部
29人；共移送司法机关处理91人。

同时，全市强化基层公权力监
督，制定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行
为办法，监督推动村级小微权力清
单制度、村民说事制度落实。积极开
展涉纪信访整治，集中交办督办一
批群众反映强烈、矛盾突出的农村
基层信访件，已办结 95 件，立案 72
人，党纪政务处分 67 人，移送司法
机关6人。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
持严肃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一年来，共查处问题 198
起，处理 248 人，同比增长 141%和
158%。坚决查处黑恶势力背后“保护
伞”，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其“保
护伞”问题5起，党纪政务处分5人，
组织处理10人，移送司法机关3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大力度肃
贪反腐的同时，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严格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
求，把干部的工作失误与个人腐败、
缺乏经验与明知故犯、出于公心与
以权谋私区分开来，对属于应该容
错的大胆容错，对于打击报复、诬告

陷害的从严从重惩处，旗帜鲜明为
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

标本兼治固本培元

日前，一场名为“不忘初心、警
钟长鸣”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
案例专题展在我市引起强烈反响。
一年来，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制
作警示教育片，编发典型案例警示
录，举办典型案例专题展，一桩桩引
人警醒的案例，一串串触目惊心的
数字，一句句椎心泣血的忏悔，教育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增强敬法畏纪
意识，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

查处一个，通报一个，警醒一
片，是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反腐高压
的重要手段。打好纠风反腐持久战，
我市探索建立“一案五必须”制度，
每查结一起典型案件都必须进行案
件通报、必须进行查摆剖析、必须进
行警示教育、必须进行整改建制、必
须进行回访督促，实现处理极少数、
教育大多数的目的，并通过专题教
育、举办讲座、以案说纪和现身说法
等多种形式，放大警示震慑效应，进
一步做深做实“后半篇文章”。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
腐的笼子，也要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我市扎实推进“清廉宁波·你我同
行”系列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党
章党规、监察法和纪律处分条例等

党纪考学，印制下发《重要节点廉政
风险提醒防范手册》，全年共对市管
领导干部开展有针对性提醒教育
570余人次。深入开展党章党规“清
风宣讲”活动，市和区县（市）两级纪
委监委共组织宣讲 2200余场次，全
市11.5万余名党员干部群众接受学
习教育。积极创建红色教育、警示教
育、基层实践和传统文化等四大类
清廉教育基地 16家，积极建设清廉
学校、清廉医院、清廉村居、清廉国
企等内部廉政教育阵地，营造风清
气正的社会氛围。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清廉
宁波建设，离不开一支纪检监察铁
军。市纪委监委严管厚爱，积极开展

“牢记初心使命、勇于奉献担当”专
题教育实践活动，全面落实“五张清
单一张网”制度，发挥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扎实开展岗位练兵，建设

“智慧纪检”平台，不断提高纪检监
察干部的执纪监督、审查调查等综
合能力。同时，强化内控机制建设，
坚持刀刃向内，严肃查处纪检监察
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共立案 1件，党
纪处分 1 人，批评教育 3 人，调离纪
检监察系统3人。

久久为功方可滴水穿石，驰而
不息才能善作善成。持续向好的党
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是我市纠风反
腐最好的“成绩单”，更是“清廉宁
波”建设最好的“加速器”。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陈未鸣） 日前，北仑区委统战
部收到一封来自新疆库车县第三
中学的感谢信——全校近 4000
名师生感谢北仑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为该校捐赠 2500 册崭新图
书，建起北仑知联·同心书吧。

去年 9月底，北仑党外知识
分子联谊会获悉库车三中没有独
立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学生课外
阅读资源十分匮乏，便于 10 月
上旬向全体理事发出“捐一本
书，献一分爱”爱心图书捐赠公
益活动倡议，为该校订购一批图
书并建立北仑知联·同心书吧。

北仑知联会常务理事贺迪娜开办的
“读一书店”还联系图书出版社提
供赞助，根据校方提供的书单为其
订购一批图书。

去年11月底，价值70000余元
的 2500 册崭新图书，从万里之外
顺利抵达库车三中。12 月 18 日，
北仑知联·同心书吧在库车三中正
式挂牌成立。

“我们从来没有读到过这么多
这么精彩的课外书。”感谢信中写
道，“书吧成了我们学校最受学生
欢迎的地方，很多同学一有空就会
往书吧里跑。有了同心书吧，我们
的学习和生活正在变得更加美好！”

新疆库车三中寄来感谢信——

2500册图书
让师生大饱眼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