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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陈云松 通讯员蒋佳颖）
日前，87岁的老党员赵增富把积攒
的 10万元送到宁海县慈善总会，作
为“脱贫慈善基金”和特殊党费。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老人在完成心愿
后不久安然离世。

赵 增 富 原 籍 山 东 ，1951 年 因
“南下调干”来到宁海，1993 年离
休。赵增富和夫人王东一直热心慈
善事业。自 2003年宁海县慈善总会
开展“慈善一日捐”以来，赵老夫妇
就不断捐款，从一开始每年捐 600
元，到 2006 年起每年捐 1000 元，再
到 2010 年增加到每年捐 10000 元，
加上这次捐赠，夫妇俩共计向县慈
善总会捐款 226000元。而老先生和
家人却省吃俭用，平时舍不得买好
菜，家具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置办

的。对两位老人的慈善举动，3个子
女都非常支持。

“赵老腿脚不便，每次来县慈善
总会都拄个拐杖。我们跟他说有事
打电话，我们会去他家。可他怕打扰
我们的工作，总是自己过来。”宁海
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周晓婷说。

两个星期之前，赵增富来到县
慈善总会，想把一笔到期的 10万元
存款交给县慈善总会代管，希望设
立“脱贫慈善基金”，并交代 40年后
由县慈善总会代他将这 10 万元本
金上交县委组织部作为特殊党费，
这期间产生的利息用于救助贫困家
庭。

有人劝赵老留下这笔钱用以养
老或安排后事。可老人不听劝说，反
而想尽快将这笔钱交给县慈善总会。

宁海县慈善总会尊重老人的意
愿，拟订了设立“脱贫慈善基金”的
协议书，送到老人家里完成了签约。
前不久，赵老亲自把 10万元银行存
单送到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给老人
开了捐赠发票。不曾想，这竟是最后一
面。

捐赠10万元
作为脱贫慈善基金和特殊党费
宁海一位老党员完成最后心愿后安然辞世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乌
莹君）“古阁记忆——天一阁近现
代历史影像展”今日起在天一阁云
在楼开展，主要展出拍摄于 1933
年至 20世纪 80年代初的近 40幅珍
贵的天一阁老照片。

展览从 1933 年天一阁东墙倾
倒、1934 年修葺天一阁及阁前假
山、新建兰亭、迁建尊经阁等场景
徐徐展开，内容涉及建筑、园林、
人像等。这些老照片不仅真实地记
录了天一阁近现代以来不断扩建的
发展轨迹，更是一段珍贵而有纪念

意义的历史见证。
自建阁以来，天一阁这座木结

构小楼历经多次维修，而 1934 年
的一次修缮，有幸被相机记录下
来。据天一阁典藏研究部主任饶国
庆介绍，1933 年，天一阁遭受台
风侵袭，东围墙及书楼屋顶受损，
万卷藏书岌岌可危，范氏后人已无
力维修。当时由鄞县文献委员会陈
宝麟、冯贞群、叶谦谅等人牵头，
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并在全
国 范 围 内 为 修 缮 天 一 阁 奔 走 呼
吁，捐资出力，古阁才得以旧貌

换新颜。
1934 年 6 月 10 日，天一阁藏

书楼开始落架大修。在此之前，
所有藏书已装入 15 只大木箱，贴
上封条后搬迁至范氏贻谷堂，并
由警察和族人日夜巡逻守护。这
次浩大的维修工程包括更换腐烂
屋柱、楼板，重铺地砖、翻盖屋
瓦、油漆，左右墙壁由空斗墙改
为 方 砖 实 叠 砌 墙 ， 修 理 前 后 假
山、池塘，在阁前建兰亭等。现场
展出的照片中还可看到悬挂在二楼
的宝书楼牌匾，以及大修后装上的

防盗窗。大修工程一直施工到当年
12月底才完工。

随着天一阁近现代以来不断扩
建，展览中许多老照片的场景如今
已看不见了，比如原址位于宁波府
学的建筑尊经阁、天一阁西门等。
饶国庆还在古籍回迁入箧开工纪念
照上发现了著名藏书家冯贞群：

“他是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副主任，
大修结束后他重编了天一阁书目，
提出天一阁历经五次劫难，希望能
寻访追回散出去的藏书。”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17日。

天一阁80多年前珍贵历史影像亮相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包
德贵） 昨晚，宁波文化广场大剧
院，在观众席 500名乐手齐声弹奏
的琵琶组曲 《新年好》《掀起你的
盖头来》《金蛇狂舞》 喜庆的旋律
中，“送你一枝春茶花”——2019
鄞州“艺起来”新春音乐会拉开帷
幕。

这台以江南丝竹音乐为基调，
融演奏、歌吟、舞蹈和音、诗、画
于一体，充满浓郁江南风情的民乐
专场晚会，荟萃了吴玉霞、高韶
青、傅丹等多位国家一级演奏员与
宁波杰出艺术人才，为近千名现场
观众奉献了一台典雅、唯美的艺术
盛宴。

参与开场演奏的 500名琵琶乐
手分别来自十余个公益性琵琶培训
平台。宁波文促会国乐飘香江南丝
竹乐队近 20 名年轻乐手，献上了

含节日和春天气息的江南丝竹乐
《欢乐歌》《含苞茉莉》；首期吴玉

霞琵琶高研班的 4名学员以四重奏
《梦入江南》，把乐迷带入如诗如画

的江南四月天。韶琴的创始人、著
名二胡演奏家高韶青，当晚独奏了
二胡名曲 《战马奔腾》，其激越、
铿锵的曲调具有极强的艺术穿透
力。

当 主 持 人 介 绍 民 乐 合 奏 曲
《春江花月夜》 演奏阵容时，观众
席掌声雷动，参与协奏的 4 位艺
术家都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
琵琶演奏家傅丹、箫演奏家屠靖
南、古筝演奏家葛梅君、二胡演
奏家梁丽丽。伴舞的是国家一级
编导沙日娜，现场还有我市著名
女书法家毛燕萍挥毫泼墨，音舞
诗书辉映。

中国当代著名琵琶演奏家、宁
波文艺大师吴玉霞专程从北京赶
来，登台为大家独奏了琵琶名曲

《龙船》，让现场千余名观众领略了
大师的精湛琴艺。

鄞州“艺起来”新春音乐会昨举行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陈
也喆 徐磊） 大型原创甬剧现代戏

《甬城故事》 将于 3月 28日至 30日
亮相宁波逸夫剧院，“梅花奖”获
得者、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主任王锦
文将首次演绎外来务工人员形象。

《甬城故事》 聚集了著名剧作

家徐新华、国家一级导演王鹰等国
内一流的主创人员，以发生在宁
波 的 多 个 催 人 泪 下 的 故 事 为 背
景，讴歌了宁波这座爱心城市的
温暖与大爱。自 1 月中旬开排以
来，剧组成员一直沉浸在角色创造
中。

《甬城故事》月底首演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苏钧天） 昨天，记者从宁波诺丁汉
大学科研处了解到，该校创新项目

“车用塑料产品的闭环制造”通过
与宁波的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合
作，试制符合工业性能要求的汽车
零部件。团队用回收塑料代替塑料
原料，帮助企业大幅缩减了生产成

本，以保险杠为例，预计可降低
40%原料成本，每10万件预计能节
约100万元。

该项目由宁诺化学与环境工程
系助理教授菲利普·赫尔领衔。他
致力于环保项目三十余年，有二十
多年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工程实践
经验。他曾参与多项回收研究方面

的课题，“车用塑料产品的闭环制
造”即是其中之一。

经过近 5年研究、试错、产业
运用，他带领的团队将塑料从汽车
粉碎残渣中分离提取，并对提取的
塑料改性，优化回收塑料零部件的
成型工艺，实现了汽车塑料制品的
闭环制造，成功应用于汽车零部件

生产。
“再生塑料相对于塑料原料而

言可以便宜 20%至 50%，越高档的
塑料，其原料与回收再生料的价格
差距就越大，高需求车用塑料更是
如此了。尽管再生塑料改性需要购
置各种填料与添加剂来增强它的机
械性能，但由于原料、再生料价格
差距较大，仍然具有相当的经济性
与可实践性。”菲利普·赫尔博士
表示。

宁诺一团队将回收塑料变成汽车零部件

图为“艺起来”新春音乐会演出场景。 （周建平 摄）

【紧接第1版】“艰苦奋斗、精纺细
织、求实图新、乐于奉献”的“和
丰精神”一直铭记于心。

上世纪末，通过重组与改建，
和丰纱厂整体并入宁波维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1 年，在和丰纱
厂旧址兴建了和丰创意广场，至今
集聚了 210 家国内外顶尖设计公
司、机构，中国十大工业设计企业
中有八家入驻。

和丰创意广场兴建时，我被请
去参观。后来，那里的党建服务中

心成立，也请我去讲和丰的历史。
现在和丰创意广场变化可大了，都
是搞工业科研设计的，产值比老和
丰高多了，非常成功，这也是老和
丰打下的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延
续。

今年春节家庭聚餐，家里人特
意安排在和丰花园酒店，我们边用
餐边欣赏夜景。高高耸立的楼宇、
古色古香的小洋房、在江边散步的
人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我非常
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