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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这个纸巾不能直接放

到厨余垃圾里，要另外拿出来放到
黑色桶，还有这个饮料罐可以到‘搭
把手’换积分……”“哎呀，这个袋子
里的垃圾乱七八糟，怎么把外卖盒
子和剩饭剩菜放一起，你看，我重新
给你分一下……”作为桶边督导员，
每天早上，张明阿姨总会出现在迎
春社区世纪长春小区的垃圾房旁，
对前来投放垃圾的居民不厌其烦地
进行监督与纠正。

这个夏季，海曙区的各个小区
里，有一道独特风景线：一群像张明
阿姨一样的普通居民，在垃圾投放
高峰时段，套上志愿服务标志，不惧
盛夏垃圾房、垃圾桶散发的阵阵臭

味，在各个投放点监督指导居民正
确进行垃圾分类。

在垃圾分类全民知晓度、生活
垃圾分类及处置设施配备日趋完备
的情况下，实实在在提高每一位居
民垃圾分类质量，成为影响宁波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成败的关键一环。
实践证明，面对面指导是最为有效
的提升居民垃圾分类质量的方法。
为此，海曙区广泛动员，凝聚合力，
从个别试点到全区铺开，采用桶边
督导的方式提升居民投放正确率。
桶边督导员大多由小区保洁员、退
休居民、第三方人员担任，一些热
心的志愿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以来，海曙区的垃

圾分类督导人员又多了一支新生队
伍——党员居民。

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
作用，海曙各住宅小区通过党建引
领，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
如集士港镇春华社区在印象巴黎小
区推行“党建+垃圾分类”模式，小区
的 9 个垃圾投放点位，由 82 名社区
党员轮值督导。南门街道澄浪社区
针对垃圾分类、撤桶并点、毁绿占
绿、乱张贴等问题，发布岗位认领，
很快就迎来了42名党员认领垃圾分
类这一岗位。

7月以来，海曙区还多次组织党
员志愿者、城管义工，分批来到多个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
全民参与垃圾分类正蔚然成风。

同时，为有效提高桶边督导员
的履职能力，海曙区垃圾分类办先

后出台《海曙区垃圾分类桶边督导
工作实施办法》和《海曙区垃圾分
类千名督导员培优计划》，建立健
全相关标准规范、管理机制，并联
合第三方机构，对督导员进行专项
检查考核，实现月度考核全覆盖，
进一步促进督导员队伍开展规范
化工作。

截至目前，全区 9个街道 274个
小区均已配备桶边督导员和志愿
者，实现辖区全覆盖。海曙区垃圾分
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撤桶并点
为精准分类的起点，发动督导员定
时定点进行桶边督导，面对面讲解
分类知识、纠正错误，有效提升了居
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和投放精准率，
为下一步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行夯
实了基础。

（王岚 顾东栋 叶童灵）

桶边督导，让垃圾分类更精准

海曙全民参与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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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徐良） 昨天，记者从有关方面获
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综合
材料绘画展9月16日将在甬开幕。

据了解，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由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五年

一届，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参与
范围最广、作品种类最多、最具影
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
大展。全国美展已经成功举办十二
届，代表了国家美术创作的最高水
平，是全国美术界发展五年来的全
面检阅与展示。

本届全国美展分两个阶段举
行。第一阶段以分展区的方式展出
各美术门类的作品。从2019年9月
至 10 月，分 13 个展区开展。其
中，中国画展区、艺术设计展区设

在济南，油画展区、雕塑展区设在
重庆，版画展区设在成都，水彩·
粉画展区设在深圳，漆画展区设在
厦门，陶艺展区设在景德镇，综合
画种·动漫展区、港澳台海外华人
作品展区设在广州，综合材料绘画
展区设在宁波，壁画展区设在郑
州，实验艺术展区设在廊坊。据了
解 ， 各 展 区 共 展 出 作 品 4600 余
件，宁波展区将于 9 月 16 日至 10
月30日展出精品力作293件。第二
阶段为获奖作品、获奖提名作品和

优秀作品展，展出从各展区评选出
来的精品力作，于 2019 年 12 月在
北京展出，其中将产生第十三届全
国美展获奖作品暨“中国美术奖·
创作奖”40 件，包括 10 件金奖、
14件银奖、16件铜奖。

据了解，在市委、市政府的支
持下，我市有关部门自去年始向国
家有关部门申报承办第十三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综合材料绘画展。经
过多方努力，凭借综合实力优势，
我市申办成功。

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绘画展将在甬举行
这是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杨晓维）“把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
来保护是每个宁波市民应有的意
识和责任，我们要争当运河遗产
守护者、运河文化宣传者、运河
环境保护者。”在走访了西塘河、
官山河、压赛堰等运河河道以及
水利遗产后，宁波市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志愿者日前向社会各界发
出了倡议。

今年是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
遗产的第5年。5年来，我市有关
部门在大运河保护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宁波的运河遗产得到
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
善。日前，宁波市世界文化遗产
志愿者团队沿着大运河 （宁波
段） 一路走访调研，他们表示，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
这一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新
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把大运
河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是每个宁
波市民应有的意识和责任。

为此，他们倡议：一、争当
运河遗产守护者。作为世界上开
凿最早，航程最长的运河，大运
河是举世罕见的依然保持着活力

的遗产运河。作为线性文化遗
产，她见证了我国古代杰出的水
利技术，促进了古代经济文化发
展和社会进步，对于中华民族的
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
沿岸城市居民的我们，要用世界
遗产的保护理念来管理大运河，
使其获得更为科学的保护，让她
的历史文化价值历久弥新。

二、争当运河文化宣传者。
千百年来，大运河以宽 厚 的 胸
怀 ， 滋 润 了 沿 岸 广 袤 的 土 地 ，
承 载 了 漫 长 悠 远 的 历 史 文 化 。
宁波作为连接中国大运河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沟通
古今，连接世界。大运河文化
的传承是我们运河沿岸城市年
轻人共同的责任，希望每一位
学生，每一位青年都能深入了
解运河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向
公众提供真实、完整的大运河
遗 产 信 息 ， 普及大运河遗产知
识，讲述中国的运河故事。

三、争当运河环境保护者。
人人树立主人翁意识，从我做
起，增强保护运河水环境的意
识，自觉维护运河水环境，改变
生活陋习，争做运河环境监督
员，不乱扔垃圾，不乱倒污水，
主动劝阻和制止损害大运河的不
文明行为。让我们共同携手，用
实际行动使大运河水清、岸绿、
景美、河畅。

我市世遗保护志愿者发出倡议:

争当运河遗产守护者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姚昊杰） 前天，作为 2019 鄞州
区海丝文旅节主题活动之一的

“海丝小喇叭”小小朗诵者比赛的
最后一轮决赛，在宁波文化广场
十里红妆书店落下帷幕，获胜的
优秀选手将成为我市传播海丝文
化的“小小使者”和宁波海丝文
化的“小小代言人”。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小选
手们落落大方地上台，用稚嫩、
悦耳的童音朗诵 《丝路钱湖》《让
童第周爷爷看见》《我与天童有约
定》 等取材于宁波海丝文化的原
创作品。充满感情的天然童音让
人感受到孩子心中对家乡宁波的
自豪之情。决赛分少儿组和幼儿
组进行。经过评委打分，方丽
舒、顾唱、严景烁、蔡羽轩等 10
名小选手获得“海丝小喇叭”金
话筒奖，另有 15 名小选手获得银
话筒奖，25 名小选手获得“海丝
小喇叭”希望之星荣誉称号。

鄞州区“海丝小喇叭”小小
朗诵者比赛由鄞州区委宣传部、
鄞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旨在发
掘一批能说会道的“小小朗诵
者 ”， 使 之 成 为 传 播 “ 海 丝 文
化”、弘扬“海丝精神”的“海丝
小喇叭”。整个比赛分初赛、复
赛、决赛，历时两个月，吸引了
2400 多名来自各小学、幼儿园的
小选手参赛。比赛期间，主办方
还组织了复赛选手参观宁波博物
馆、开展“走读海丝”学习及培
训活动。

参赛期间，孩子们不仅爱上
了朗诵，更对宁波本土历史文化
尤其是海丝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而陪同孩子一路走来的家长
们也表示收获满满。“宁波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举办这个活
动非常有意义，可以让孩子们从
小了解并热爱自己家乡的历史文
化，同时，我们家长在此过程中
也增长了许多海丝文化的知识，

更加为宁波这座有深厚底蕴的城
市感到骄傲。”一名参赛选手的妈
妈说。

“一个小孩牵动着家庭三代
人，因此以小朋友的学习成长带
动家庭所有成员学习的形式，效
果非常好，本次比赛有 2400 多名
小朋友报名参赛，带动了超万人
对海丝文化的了解、学习，有效
地扩大了海丝文化的传播范围。”
承办本次比赛的融媒体“皓哥读
书”团队负责人李皓说。

据悉，目前首批“海丝小喇
叭艺术团”校园基地已在鄞州区
的蓝青小学、新城第一实验学
校、鄞州区实验小学、东南小
学、华泰小学等 10 所小学、幼儿
园建立，今后教育、文化部门将
依托这些基地，不断提升“海丝
小喇叭”的艺术素质。“我们希望
这些‘海丝小喇叭’成为宣传宁
波、传播海丝文化的生力军。”李
皓说。

用稚嫩童音传播海丝文化

历时两月“海丝小喇叭”比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陈敏健） 前晚，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宁波市广场健康
舞展演活动在镇海文化艺术中心
举行，为市民带来了一场舞蹈盛
宴。

为了发展农村文艺，“一人一
艺”宁波市广场健康舞培训分别
于今年年初与 6 月开班，来自全
市的广场舞团队业务骨干与各区
县 （市） 文化系统专业干部参加
了培训，培训班推广的舞蹈组合
由宁波市文化馆培训部 3 名年轻
的舞蹈干部创编，面向农村群众
教学。为了让广大农村舞蹈爱好
者更便捷地学习健康舞，宁波市
文化馆还组织专业力量，拍摄制
作了线上教学课程，群众可通过

“一人一艺”云平台在线观看学
习，为广场健康舞展演活动做了

预热和铺垫。
本次展演分网上竞演和现场

展演两个环节进行。网上竞演吸
引了 62 万余人次参与投票。前
晚，25 支来自基层街道 （乡镇）
文化站和社区的业余艺术团体参
加了现场展演。镇海区骆驼街道
文化站的《草原情怀》、奉化区腰
鼓协会的《万树繁花》、余姚市泗
门镇阳光义工文宣队的 《魅力四
射》 等精彩节目获得现场观众热
烈掌声。

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展演活动规模比以往更大，
有近千人参加展演，更可喜的是
其中有许多年轻人，舞蹈编排手
法、队形也更丰富。本次活动由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宁
波市文化馆、镇海区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承办。

近千人参加广场健康舞展演
昨日，海曙月湖街道在月湖美

术馆成立“海曙区月湖街道文联美
术协会 （宁波海曙工笔画学会） ”
并举办“水木清华”首届宁波市工
笔画展。画展汇聚了全市工笔画家
和工笔画爱好者的 60 余幅精品佳
作，画家们以艺术展现时代风貌，
以艺术传扬月湖文化，从不同层面
展现了宁波工笔画近年来的艺术成
果。 （刘波 周东 摄）

60余幅
工笔画精品展出

“迎亚运·绿色行”骑聚2022·百
万人千万公里大联动活动——宁波
象山站前日在象山县晓塘乡青山头

村举行。本次活动由2022年第19届
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浙江省体育局
主办。 （林海 黄全吉 摄）

“迎亚运·绿色行”象山站举行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昨天，
1999 级宁波大学美术教育专业师
生联展在老外滩善水阁举行，展出
刘文选、陈亚非等 16 名师生作品
27幅。

据了解，1999 级宁波大学美
术教育专业招收了来自全省的 20
名学生。这批学生经过文化科目和
专业科目的层层考核入学。当年宁
波大学美术教育专业师资力量非常
强，云集了美术研究和创作领域的
知名画家，有刘文选、陈亚非、王
炳根、林海勇、曹辉、潘沁、刘翔
等。

本次展出的画作均为师生们近
年来的新作，其中有气势雄浑的翰
墨 巨 制 ， 有 清 新 脱 俗 的 严 谨 小
品，更有洒脱浪漫的写生风景。

在昨天的开展仪式上，年近百
岁的老艺术家刘文选坐着轮椅来
到现场。在戚若望等学生的陪同
下，他观看了展览，并对作品进
行点评。陈亚非、王炳根、林海
勇、曹辉、刘翔等知名艺术家展
出了自己的作品，并参加了开幕
式的活动。

宁波大学美术教育专业
师生联展举行

垃圾分类督导员在工作。 （王岚 叶童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