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许
超） 记者昨日从宁波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获悉，东钱湖陶公山东汉时期
砖室墓群完成野外发掘工作，出土
陶罐、青铜刀、青铜弩机等生活用
具、兵器和建筑构件20件。

今年 8月中旬，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院士中心配套道路总承包项目
在施工过程中，在建设村陶公山
发现古代墓葬。宁波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接报后，组织人员对施工
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探，发现砖室
墓葬 3 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在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社会
事务管理局的支持协作下，宁波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 3 座古墓进
行了抢救发掘，目前已完成野外
发掘工作。

据介绍，发现的 3座古墓皆为
平面凸字形砖室券顶墓，长度均在
5 米以上。其中三号墓规模最大，
二号墓、三号墓还发现倒三角形排
水沟。3座墓葬在历史上都遭受了
盗扰，发掘出土了釉陶罍、陶罐、
石砚板、铜带钩、青铜刀、青铜弩
机等生活用具、兵器和建筑构件
20 件。其中二号墓中出土的青铜
刀 长 72 厘 米 ， 刀 首 呈 曲 环 形 ，
首、柄、璏等部位鎏金，刀身保存
状况较差，目前已转入国家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 （宁波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 出土（出水）文物保护
实验室进行保护处理；青铜弩机保
存情况较好；三号墓葬出土了筒
瓦、云纹瓦当残片，这些建筑构件
的发现，表明当时地面上很可能设
有祭祀建筑。

综合墓葬形制结构和出土遗物
特征判断，3座墓葬的时代为东汉

晚期。从其埋葬分布特点看，应是
一处家族墓地。

秦汉时期在今宁波区域设有句
章、鄞、鄮、余姚四县，当时的东
钱湖处于古鄞县和古鄮县之间。以
前在距陶公山不远的高钱村附近曾

发现一定数量的东汉墓葬，在东钱
湖周边的上刀子山、十坑九垅、郭
童岙、王家弄、玉缸山、老虎岩等
地曾发现东汉时期窑址，这些发现
表明，至迟在东汉时期东钱湖一带
已经成为一处重要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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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情景剧、互动小游戏、免
费参观科普基地……昨日，记者从
市科协了解到，2019年宁波市全国
科普日活动将于 9 月 14 日至 20 日
全面展开。在此期间，市各级科协
系统将以“礼赞共和国、智慧新生

活”为主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科
普演出、科普讲座、科普展览等
103 项科普活动。上至耄耋老人，
下至幼小孩童，都可以成为各项科
普活动的主角，在“玩”中享受科
普的乐趣。

宁波市本级全国科普日活动十
分丰富。其中，活动启动仪式将于

9月16日14：00在宁波电视台演播
大厅举行。市社科院（市社科联）将
在宁波书城广场组织 200 多位科普
专家，向市民提供法律、文化、心理、
教育等方面的专场咨询活动。

科普日期间还将举办“加油！
科学+”大型科普情景剧巡演，首
场科普讲解员职业技能大赛、科技

咖啡馆之脑洞大开 3D 打印、科普
大讲堂等活动。此外，天宫庄园、
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宁波(鄞
州)气象科技馆等部分科普基地将
全面向公众开放，为市民带来科普
讲座、展品讲解等活动。

在海曙、江北、镇海、北仑、
鄞州、奉化、余姚、慈溪、宁海、

象山、杭州湾新区、高新区等地，
各区县 （市） 科协还将联合社区、
博物馆、企业等，为市民带来院士
讲座、青少年科普脱口秀、垃圾分
类有奖答题、人工智能知识教育、
科技政策培训等各类活动，期待您
的参与。

据了解，全国科普日是由中国

科协发起的科普活动。2002年 6月
29 日，我国第一部关于科普的法
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 普 及 法》 正 式 颁 布 实 施 。 从
2005 年起，为便于广大群众，尤
其是学生更好地参与活动，全国
科普日活动日期为每年 9 月第三个
公休日。

2019年宁波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将全面展开
9月14日至20日，上百场科普盛宴期待您的参与

2019年各区县（市）全国科普日重要活动（部分）
活动名称

海曙
健康老年更快乐
科普惠民行动

江北

中国 （宁波） 输变电产业创新与高质量发
展论坛

科技下乡服务
镇海

广场科普宣传活动
“新材料，新未来”科技课堂

北仑

政策宣讲活动

科普小课堂之时间时间慢慢跑
鄞州

“人文真善美 科技创勤严”讲座
海洋世界科普教育基地活动

奉化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科技志愿服务基层行

余姚
中小学生纸飞机大赛

科普资源“三送”活动
慈溪

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四进活动
垃圾分类互动体验活动

宁海
“做新时代科技追梦人”演讲

宁海县“三长”活动现场会
象山

中国 （象山） 海洋文化夜市
药品保健品科普宣讲活动

杭州湾新区
科技政策培训

农村科普大讲堂
高新区

全国科普日高新区主场活动
小学生企业行活动

主办单位

海曙区科协
海曙区科协

宁波市科协、江北区人民政府等

江北区科协

镇海区科协
宁波新材料初创园科协

北仑区科技局、区科协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鄞州区科协
区科协、宁波海洋世界

奉化区科协、区教育局
奉化区科协

余姚市科协、市教育局
余姚市科协

慈溪市科协
慈溪市科协

宁海县科协
宁海县科协、县教育局

象山县委宣传部、县科协
象山县科协、县教育局

杭州湾新区科协
杭州湾新区科协

高新区科协
高新区科协

活动时间

9月19日
9月

9月19-21日

9月17日

9月16日
9月16日

9月17日上午

9月14日

9月17-30日
9月14-30日

9月20起
9月11日

9月22日
9月20-26日

9月15日
9月16日起

9月16日
9月19日

9月6-7日
8-9月

9月16日
9月17日

9月16日
9月17日

活动地点

江厦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各单位

宁波远洲大酒店

辖区内

镇海区万市徐村
镇海区中兴中学

大碶街道横杨社区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宁波市博物馆
宁波海洋世界

区青少年宫、全区小学、初中
溪口镇沙堤村

市职成教中心学校
文化礼堂建成村、社区、学校

慈溪市部分社区
慈溪市科技馆

宁海党校报告厅
长街总浦塘村

人民广场
社区

复旦科创园
新区庵东镇文体中心

高新区研发园A区广场
学校学生

内容

团体竞赛，以各街道为小组开展活动
各类科普讲座

高端论坛

科普推介

垃圾分类科普讲座、义诊服务等。
科普新材料知识

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科普知识竞猜

探索不同地区的时差奥秘

王玉明院士主题讲座
16日当天基地门票八五折优惠。

科技创新比赛
科普讲座、科普宣传、医疗服务

分初中组、小学组分别进行
科普日开放活动、科普艺术节等

在社区开展中医健康防病知识大讲堂
强化分类意识，以实际行动保护环境。

演讲比赛
现场推进会

科普互动、科普展览、科普表演、科普咨询
科普讲座、科普咨询

申报指导、企业培训、科技政策解读
惠农科普讲座

科技成果创新产品展示与互动
双鹿电池、均胜参观体验，知识产权的普及

一、科技馆门票半价活动
主办单位：宁波市科学技

术协会
活动时间：9月13日-15日
活动地点：宁波科学探索

中心
二、科技咖啡馆之脑洞大

开的3D打印
主办单位：宁波市科学技

术协会
活动时间：9月15日
活动地点：宁波科学探索

中心
三、科普大讲堂
主办单位：宁波市科学技

术协会
活动时间：9月20日

活动地点：宁波科学探索
中心

四、2019年乡村振兴未成
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主办单位：宁波市青少年
科技中心

活动时间：9月至10月
活动地点：全市 12 所乡村

学校

宁波市本级全国科普日活动（部分）

2016 年 5 月 30 日，全国科
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
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
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科
技三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
确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
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
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

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
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
果快速转化。因此，以全国科
普日为契机，广泛开展社会科
学技术普及活动，把普及科学
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
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
不容辞的责任，才能在全社会
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
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科
技支撑。

全国科普日意义

图①：墓群全景。
图②：青铜弩机。
图③：釉陶罍、陶罐等出土遗

物。
图④：青铜刀。

（许超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吴
双颖） 由中央电视台、宁波影视艺
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吕凉、
徐囡楠领衔主演的都市剧 《我和
我的儿女们》，将于 9 月 14 日起在
央视八套播出。该剧曾列入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8 年度电
视剧引导扶持专项资金剧本扶持引
导项目”。

《我和我的儿女们》 由著名导
演安建任艺术总监，朱定忠执导，
虢爽编剧，王浩、高亚林担任制片

人。安建表示，剧本构思于 2014
年，主题是探讨社会变革中，时代
潮流给传统中国家庭带来的影响和
冲击，关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已然
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如何在“家庭”
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互相磨合、互相

理解和互相尊重。
该剧总制片人、宁波影视负责

人陈三俊表示，《我和我的儿女
们》 着力探讨“新家庭”“新生
活”“新成长”“新梦想”的“四
新”课题，立足老龄化国情，以独
特视角直击新时期亲子关系，以时
尚而轻喜的风格，思考新时期父母
与子女关系的重新构建，反映了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能够深
度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我和我的儿女们》将在央视播出
本报讯（记者何峰 镇海区

委报道组倪寅初） 昨日，记者从
大型互动体验情景剧《梦回十七
房》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梦回
十七房》 经过改编后，将于 9月
16 日至 11 月 8 日在郑氏十七房
再次上演，共安排16场演出。

《梦回十七房》以老凤祥创始
人郑熙为原型，通过音乐、舞蹈、
华服、奇幻实景等形式，结合各种
舞台与影视特技表现手法，展现
宁波帮先驱艰苦创业的故事，实

现“人在戏中，戏在人中”，让观众在
实景中体验乡音、乡景和乡情，感
受宁波帮精神和传统文化之美。

该剧于去年国庆节期间首度亮
相 ， 演 出 近 30 场 ， 观 众 好 评 如
潮。为进一步提升演绎效果，更好
地让观众领略宁波帮人士崇文尚
学、诚实守信、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品质，《梦回十七房》 今年进行了
改编，在场景设置以及舞美等方面
注入了新元素，使得全剧在情节和
视觉上更具看点。

情景剧《梦回十七房》
将再度上演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第十
三届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绘画展将
于 9 月 16 日上午开幕，293 件展
品代表了当前我国综合材料绘画
艺术的最高水准。这次展览到底
有哪些看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
家。

专家认为，综合材料绘画作
为一种多画种、多门类，以及多
种物质材料之间相互渗透、相互
融合的艺术形式，有着综合性、
开放性的特点。创作技法可以多
元融合，使用材料可以多样选
择，所以欣赏综合材料艺术作
品，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
仁”，不必拘泥于传统观念。

据有关专家介绍，因本届展
览喜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很多艺术家以重大历史事
件和现实生活为题材，以自己高
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现了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值得观众关注。
此外，材料成为观念表达的“语
境”，一双破旧的手套、一根不

起眼的麻绳、一块破布……通过艺
术创作，转化成为自我情感、精
神、观念的统一体。观众们可以关
注艺术家如何使用多种材料与多种
技法展现艺术思想。

专家们还认为，综合材料绘画
打破原来固有的“架上艺术”概
念，引进、吸收、融会其他艺术门
类的表现手段与物质材料，艺术家
用新的艺术观念表现时代精神、体
现文化价值，彰显了综合材料绘画
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市文联副主席、宁波美术馆馆
长韩利诚告诉记者，宁波画家和宁
波元素也是这次展览的看点之一。
据介绍，在本次展览展出的 293件
展品中，宁波艺术家创作的展品有
21 件。此外，阳明哲学、宁波的
港口、宁波古代建筑艺术、越窑青
瓷、十里红妆等宁波元素出现在宁
波艺术家的展品中。

据了解，为了办好这次展览，
宁波美术馆进行了精心准备，安
排了 8 个展厅、6000 平方米的展
区，其中 2 号厅和 3 号厅为主展
区。宁波美术馆还从 9 月 11 日起
至 9 月 15 日闭馆，全体工作人员
放弃休息时间，全力投入各项准
备工作中。

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绘画展
看点有哪些？
宁波艺术家有21件展品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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