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鄞江教育产业园区 （暂定名） 项目基建需要，需对海曙区鄞江镇光溪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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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合 海曙区委
报道组孙勇）眼睛、鼻子、嘴巴、颧
骨、下颌线⋯⋯73 岁的志愿军烈属
陈荷珍小心捧着手里的画框，反反
复复端详着画像上的每个细节。跨
越了七十载，通过这样的形式，她终
于和牺牲在朝鲜战场的父亲陈忠根

“见了面”。前天，“迎接建党百年，为
百位烈士画像”大型公益活动在浙
江传媒学院启动，陈荷珍作为首位
烈属代表，收到了一件珍贵的礼物
——由浙传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
插画系主任武小锋绘就的父亲素描
画像，达成了一个小小的心愿的。

“ 父 亲 20 岁 就 奔 赴 朝 鲜 战 场
了，那时我还不满周岁，对爸爸也没
有留下什么印象。再加上那个时候
家里特别穷，爸爸甚至连张照片都
没有留下。”每每说到这里，陈荷珍
特别遗憾和感伤。从小到大，长辈们
说，她和父亲长得很像，但她却连父
亲的样子都不清楚。

去年，宁波日报报网推出“跨越
70 年，我为志愿军寻亲”活动，热心志
愿者孙嘉怿在上门走访过程中得知
陈荷珍的心愿，便提出可以找专业人
士代为画像、给老人家留个念想。5个
月后，经过媒体牵线和高校团队支
持，这个想法终于变成了现实。

画像者、青年教师武小锋表示，
虽说自己画过数不清的肖像，但给烈
士画像还是头一次。他说：“很多烈士
牺牲前没有留下照片，只能依据烈属
的照片和他们的描述，进行一定的艺

术创作，这是有一定难度的。在表现
形式上，我们考虑到中国的传统习
俗，最终选择用黑白素描这种最质朴
的方式，一笔一画向烈士致敬！”

“爸爸牺牲的时候只有 21 岁，
很年轻。姑姑说，他是双眼皮，脸蛋
是扁扁的，下巴再饱满一些。鼻子可
能没有那么大，还要再挺一些⋯⋯”
借助微信和电话，陈荷珍将自己的
照片和想法，即时和武小锋进行沟
通，“父亲”的样子，就这样一点一点

形象立体起来。
据悉，“为百位烈士画像”活动

将组建一支专业的师生团队，不仅
为烈士画像，还要借助 VR 等技术
再现烈士音容笑貌，让他们有机会
与家人跨越时间空间，实现“面对
面”重聚，帮助更多烈属减少一些遗
憾、增加一份宽慰。

作为整个过程的见证者，志愿
者孙嘉怿感慨万千：“之前，我们在
为烈士寻亲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

烈士特别年轻就牺牲了，其中一大
半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这个清明，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烈
属圆梦，也让烈士的音容笑貌被更
多人看到、记住。”

“在我心里，这就是我的爸爸
了。”陈荷珍告诉记者，虽说因为疫情
的关系，仍然无法到朝鲜实地寻找父
亲的陵墓，但这张穿着军装的父亲画
像，也算是填补了自己一个遗憾，自
己一定会好好保存、好好珍藏。

志愿军烈属跨越时空与英雄父亲“见面”
“迎接建党百年，为百位烈士画像”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陈荷珍和父亲“见面”。 （黄合 孙勇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为什么是浙
江人？为什么这方水土人杰地灵、文
盛政达？宁波出版社新书《为什么是
浙江人》日前与读者见面，全书贯通
时空维度，串联历史盛事，走笔逶
迤，深情展现浙江人绵亘千年的教
化风骨和立世精神。

浙江有“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
的胡光墉、叶澄衷、刘墉，有民族魂
鲁迅，有“革命圣人”张静江；有高山
流芳、千古垂范的东山谢氏，有“华
夏首望”的会稽王氏，更有尽显东方
智慧的杭州钱家⋯⋯从吴越争霸到
新文化运动，从谢灵运壮游到“宁波
帮”崛起，黄蒙水和宋文新两位学
者，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基因，纵横梳
理浙江精神脉络。

《为什么是浙江人》以“浙江精
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
潮头”为指导，以政治、经济、文化、

艺术等领域出现的浙江历史文化名
人为写作对象，收集历史文化名人
资源，整理其家族叙事基因，挖掘传
统文化中的浙江精神。

全书分“风骨教化——格物致知
篇”“开心阔达——诚意正心篇”“经
世明道——修身篇”“盛德有范——
齐家篇”“立心立命——治国篇”几大
篇目，从教育、政治、文化、修身养性
等角度解析浙江时代文化精神。

《为什么是浙江人》讲述了浙江
文化名人离开家乡奋斗，又立足家
乡，崇文重教、农商并重的文化故
事；以及浙江人回归家乡、奉献桑梓
的故事。为浙江精神寻找文化源头，
重建乡贤传统的集体记忆。每个人
的故事形成单篇文章，共 36 篇文
章，结集形成。《为什么是浙江人》让
读者在一个个独立的完满的人物故
事中，体会江南的趣味和情致。

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基因

宁波出版社出新书
《为什么是浙江人》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俞学丰） 前天，宁波市机关及企事
业单位 8 人制足球赛在富邦体育场
开幕。这项赛事入选了亚足联和中
国足协“梦想中国”社会责任活
动，得到中国足协的支持。

宁波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8 人

制足球赛是今年举办的首个 8 人制
足 球 赛 事 ， 吸 引 了 16 支 球 队 报
名，参赛人员既有公安民警、医
务工作者、银行职员，也有机关
公 务 员 、 公 交 驾 驶 员 、 电 业 工
人、人民教师、港务人员等。其
中鄞州人民医院队和鄞州二院队

中有 6 人参与过湖北抗疫。作为
白衣天使代表，这两支队伍出战
本届赛事的揭幕战。开幕式上主
办方向鄞州区朝晖实验学校捐赠
了价值 1 万元的训练装备，用于
发展校园足球，彰显了足球运动
的责任担当。

机关企事业单位8人制足球赛开幕

本报讯（记者汤丹文）有这么一
群孩子，他们就像遥远天空中闪烁
的星星，远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前天，被称为“星
宝”“星星的孩子”的我市部分自闭
症儿童和宁波青少年艺术志愿团的
孩子联合举行了一场名为“温暖守
护星光璀璨”守护星行动的演出。这
是 2021 年市青少年宫“音为爱”青
少年艺术公益行活动之一。

第十四个世界自闭症关注日（4
月 2 日）即将到来，宁波市青少年宫
携手温州银行宁波分行共同开展
了这项公益活动。“星宝”和宁波市
青少年艺术志愿团的“艺宝”同台
表演。这次演出汇聚了市青少年宫
少儿合唱团、少儿舞蹈团、男生舞
蹈团、民乐团的孩子们。师生们利
用业余时间，特地为演出编排了合

唱《星 星 的 孩 子》、独 唱《听 见 未
来》、舞蹈《少年》等节目。宁波市星
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带来的“星
宝”们，或独立或和他们的家长一
起完成了非洲鼓表演《笑起来真好
看》、葫芦丝演奏《军港之夜》以及
手碟表演《星空》等节目。“星宝”们
的表演，虽不完美，但他们的坚持、
努 力 ，赢 得 了 在 场 观 众 的 热 烈 掌
声。

在演出的中间环节，宁波市青
少年宫主任潘建亮接受宁波市星宝
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的委托，向全
市青少年发出“帮助 ta、共成长”的
蓝色倡议书，呼吁社会各界给自闭
症儿童多一分理解和尊重，给“星
宝”家庭送去更多的关爱，使他们不
再孤独，让“星宝”们经过康复训练，
做最好的自己。

“星宝”和“艺宝”
共演守护星行动

记者 林旻

这两天的成都，因宁波市歌
舞剧院带来的“花木兰”而燃。

昨前两天，原创民族舞剧《花
木兰》全国巡演成都站在四川大
剧院上演，超过 2500 名成都市民
走进剧场观看演出，独特的舞台
设计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也将花木兰的家国情怀传递给了
现场每一名观众。第一晚演出结
束后，主创们 5 次谢幕，剧场里响
起长达 6 分 21 秒的持续掌声。

演出后，《花木兰》主创在剧
院大厅举行签售活动，带来的宁
波城市文创礼品，受到了成都观
众的热烈追捧。

预售票房突破100万
元！不限座后成都首场大
型演出

对舞剧《花木兰》，四川观众
并不陌生。

2018 年，在《花木兰》还没获
得“荷花奖”的时候，就来过四川
内江、宜宾等城市演出，场场爆
满，但当时没有走进成都。

2020 年 9 月 17 日 晚 ，舞 剧
《花木兰》首度到访成都，连演三
场，第一场专门致敬当地医护人
员、警察、社区工作者等抗疫群
体，之后两场商演，在成都引起热
烈反响。这是疫情后，成都演出市
场敲定的首个商业演出。由于当
时 30%的限定上座率让很多成都
观众遗憾错过。时隔半年，舞剧

《花木兰》再度走进成都，依然迎
来了火爆的票房。记者从成都站
主办方了解到，两场演出预售票
房已经突破 100 万元。

“舞剧《花木兰》是一个非常
好的项目！舞台效果非常震撼，给
业内人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
都站主办方之一、成都大喜时代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仁捷
告诉记者，早在去年《花木兰》成
都首演时，自己买票前往观看，

“去年看完后就希望有机会能再
次邀请剧组来成都演出”。

基于演出成本考虑，大喜时
代与重庆大剧院携手发起了舞剧

《花木兰》在南宁、长沙、重庆、成

都、西安等五个城市的巡演，所到
之处几乎都掀起“木兰热”，“每一
站的成绩都很好，成都更是刷新
了一个新的纪录。”

红星新闻、成都新闻广播、四
川观察、成都商报等当地媒体聚
焦《花木兰》两日来的演出盛况，
以“不限座后首场大型演出，宁波
舞剧《花木兰》两场爆满”为题，点
赞《花木兰》助推成都演出市场迎
来强势复苏。

“疫情前，成都演出市场的繁
荣程度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
排在全国第四。但在疫情大环境
下，2020 年成都演出市场整体票
房下滑了近 30%。3 月份原本也是
淡季，市场才开始慢慢回暖。”赵
仁捷坦言，《花木兰》在演出前两
周才开始发力推广，票房一下激
增了 4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
激了成都的演出市场，“现在市场
上特别缺好的作品，剧院越来越
多，大家都在抢好的作品，因为只
有好作品才能被观众记住，为它
鼓掌。未来，希望和宁波市歌舞剧
院有更多的合作，将更多宁波产
的精品剧目带给成都的观众。”

老IP激发新动力，全
新诠释木兰精神

舞剧《花木兰》，无论从剧情、
编排还是舞台设计都诠释了一个
全新的“千古女战神”花木兰。从

闺中稚女到将帅豪杰，从曼妙衣
袂到策马戎装，从青春恋慕到母
性柔情，从家门孝悌到邦国大爱，

“孝”“忠”“勇”“节”“爱”形成串联
全剧的精神主线。

“花木兰”是一个老的 IP，在
创作之初就面临巨大的挑战，怎
么把家喻户晓的故事做出新的诠
释？

“舞剧的形式还是非常新奇
的，所以大家都想走进剧院来看
一看。把舞蹈、武术、戏剧元素进
行有机结合，是这部舞剧的一个
突破口。我们找了最顶尖的武术
指导，都是拳拳到肉的打法，对所
有的舞蹈演员进行了武术集训，
每个人都是来真的。”宁波市歌舞
剧院院长严肖平表示，“我们一边
演出，一边优化剧目。去年国家大
剧院演出前，周莉亚、韩真两位编
导重新对舞剧进行了调整，也对
主要演员进行了集训。她们虽然
不在剧场，但对每一场演出都非
常关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大家
的反馈，不断改善。”

“二刷”《花木兰》的成都观众
桂女士，看出了半年之后的进步。

“《花木兰》的优化不只是说
说而已，看得出剧组真的在潜心
做戏，让舞剧变得更好更精致。第
一次看戏时我的眼里可能只有英
姿飒爽的花木兰，这次再看感觉
夏天把卫将军的威严和气场都立
起来了，不再是为了衬托女主角

而存在，把自己男主角的人设立得
很稳。”桂女士表示，这一版本的《花
木兰》剧情更加合理，情感表达也更
饱满了，已经是一部值得推荐的成
熟作品。

一周一个城市地流转，昨晚，
《花木兰》在成都迎来了第 66 场演
出，2021年度《花木兰》全国巡演走过
了半程。严肖平说：“幕前幕后大家都
很辛苦，但我们演的是‘花木兰’，不
仅要秉承木兰的精神，更要一步步把
这部宁波文艺精品推向全国。”

《花木兰》曾三次进京演出，其
中两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六进上
海，也走遍了上海滩的各大剧院。严
肖平告诉记者，作为宁波的文艺工
作者，自己身上有着重要的使命和
担当，“在文旅大融合时代，通过文
化精品剧目可以很好地展示城市形
象，同样可以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
院，享受到高雅艺术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5 月 8 日、9 日
《花木兰》将返回家乡宁波，在天然
舞台为市民连演两场。

此外，宁波市歌舞剧院还在规
划一个更大的“走出去”计划，“我们
已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演出
商商定了赴外演出计划。明年，在疫
情防控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我
们将带着《花木兰》走向国际市场。
有华人的地方就流传着花木兰的故
事，我们要保证这部精品的持续影
响力，通过花木兰，讲好宁波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严肖平说。

三入蜀地，场场爆满

宁波《花木兰》催热成都演出市场

《花木兰》成都站演出现场。 （杨辉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董惊鸿 实
习生王赐赞 通讯员殷明）昨日，由
余姚市四明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余姚市农业农村局、余姚市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等联合举办的“品
享四明春天 致敬百年荣光”暨第
十六届“神奇大岚”茶文化旅游节在
姚江源头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本次茶文化旅游节以“品
茗、赏花、问道”为主题，至 5 月 28 日
结束。本届茶文化旅游节主打茶叶
品牌，把旅游与茶叶文化、红色文化
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丰富的线上线
下活动，进一步提升大岚镇“高山云
雾茶之乡”的美誉和品牌优势，展现

乡村发展活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

开幕式上举行了 2021 大岚春
茶开采、发布“请君喝杯四明茶”和
大岚茶文化传播大使受聘等仪式，
并通过舞蹈、微型党课、合唱、对话
等多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展现大岚镇
源远流长的茶文化。

据悉，大岚镇还将陆续开展第
十一届余姚瀑布仙茗斗茶大赛、余
姚大岚第六届全民登山大会樱花之
旅、文山市集、大型花海汉服走秀、
花园下午茶、第六届岚山谷雨·无我
茶会、岚山茶香·共叙江丰等 7 项活
动。

第十六届“神奇大岚”
茶文化旅游节启幕

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毕
秋映）作 为 宁 波 交 响 乐 团 2020-
2021 音乐季重要演出之一，昨晚，
由当今国际古典乐坛备受瞩目的著
名指挥家黄屹首次执棒宁波交响乐
团，《对话古今》音乐会在宁波大剧
院上演。

黄屹，现任中国爱乐乐团常任
指挥、中央芭蕾舞团首席客席指挥，
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
指挥。黄屹近几年成功执棒德国柏
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德国法兰克福
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中
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上海交响
乐团等众多国内外乐团，并与戴玉
强、廖昌永、吕思清、宁峰等众多艺
术家成功合作。

昨晚的音乐会演绎了《舒曼第
二交响曲》《坎迪德》序曲和交响舞
曲《西区故事》。

作为开场曲目也是贯穿了上半
场的《舒曼第二交响曲》共演绎了四
个乐章。这首曲子表现了苦恼与斗
争的人生及命运。从第一乐章表现
的情绪多变、难以驾驭到第四乐章

辉煌华丽、生气勃勃，仿佛看到了作
曲家与命运抗争的顽强意志，最终
获得胜利的光明。

下半场的两首曲子是美国著名
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的作品。

《坎迪德》是伯恩斯坦作于 1956 年
的音乐剧，《坎迪德》序曲则以音乐
剧中第一幕歌曲的动机为起点迅速
展开，激烈的快板结合美国草根音
乐的语汇，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正
值盛年的伯恩斯坦的音乐爆发力，
之后 4 分钟的音乐狂飙，节奏与节
拍的变化之快更是令人有喘不过气
的感觉。全曲在各种音乐画面中来
去自如地游走，切换手法老到而不
失新颖，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展现出
一个绚丽多彩的缤纷世界。

音乐剧版的《西区故事》是百老
汇的一部经典作品，伯恩斯坦在音乐
剧《西区故事》里，把美国的爵士乐与
欧洲的交响乐结合得天衣无缝，其中
还穿插有许多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
民族乐器和音乐风格，其后他将音乐
剧里的舞曲段落集中起来编成了这
部交响舞曲《西区故事》。

著名指挥家黄屹
首次携手宁波交响乐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