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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
“一带一路”
主题音乐会
将于 23 日举行

12 个原创
声乐作品
呈现海上丝路的
宁波元素

本报讯（记者 庞锦燕 通讯员 杨磊）“海上丝路
从宁波启程，千年的岁月散发着芬芳……”经过重新
编配的原创歌曲《东方大港》昨天在庆安会馆唱响。
10 月 23 日，
《东方大港》将和《三字经的故乡》
《羽人竞
渡》
《 我们是宁波人》等原创作品一起，亮相“从这里
出发”
——宁波首个
“一带一路”
主题原创音乐会。
昨天，主办方在庆安会馆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
“从这里出发”主题音乐会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
举行，届时在音乐会上唱响的 12 个原创声乐作品个
个都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宁波元素。
为什么要打造一场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原创
音乐会？鄞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主席邵斌表
示，宁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始发港之一，也
是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宁波特别是鄞
州境内有大量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存，鄞州深度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中东欧“16+1”合作，以及与沿
线国家的经贸投资合作和国际人文交流，是建设宁波
“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的重要节点。历史与现实的
交汇，呼唤宁波以及鄞州担当起弘扬海丝文化、推动
“名城名都”建设的重任。邵斌透露，
“这是一台具有
浓郁地域特色又面向世界、具有开放胸襟的主题音乐
会，它将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宁波元素、鄞州元素，汇
集宁波多种民间音乐、地方戏曲素材。”
宁波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陈民宪介绍说：
“ 像这样
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气势恢弘的原创作品音乐会，
在宁波还是第一次举行。为了更好地体现音乐会的
主题，主创人员从历史的长河中撷取最具代表性的宁
波海丝文化符号，予以个性化体现。词曲作者以饱满
的热情和严谨的创作态度，对作品几易其稿，反复打
磨，力争以较高的艺术质量呈现给广大观众。”在前期
筹备中，
主办方聘请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湖北等地
的国内知名音乐唱作人如宋小明、孟文豪、杨启舫、戚
建波等，为本次音乐会量身订制了《从这里出发》
《我
们是宁波人》
《三字经的故乡》
《羽人竞渡》等新创作歌
曲。一些精心选择的旧作如《东方大港》
《踏浪寻梦》
《心海》等也进行了重新编配，
并由不同的歌手来演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民可以通过音乐会领略到
宁波当地特别是鄞州音乐艺术团队的表演风采。刚
刚在国内获奖的鄞州星光合唱团以及鄞州茅山小学
紫云英合唱团、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丝竹乐队将一一
登台。
本次音乐会由宁波市委宣传部和鄞州区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
鄞州区委宣传部和区文联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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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建筑
与空间利用”
研讨会在甬举行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现场
。 记者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许婧） 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建筑空间与新技
术专委会 2018 年会暨“博物馆建筑与空间利用”学术论坛，昨日起宁波博物馆举
行。据悉，举办此次为期三天的年会，旨在加强国内博物馆界与建筑界、新技术界
的行业交流，促进各博物馆在建筑设计、空间应用、新技术应用领域的研究与协作，
推动博物馆建筑空间与新技术专委会的学术工作。共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 70 余家博物馆的代表参会。
来自文博界、建筑界、新技术界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主题为“博物馆建筑与
空间利用”的学术研讨。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硕贤、南京博
物院院长龚良分别作主旨发言。
宁波博物馆馆长王力军在会上作了《和谐之美——宁波博物馆的建筑之美》主
题报告，阐述了博物馆建筑必须关注的三个关系，即建筑与观众的关系、建筑与藏
品的关系、建筑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宁波博物馆的建筑是中国美院王澍教授的代
表作品，2012 年，王澍成为中国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建筑师，宁波博物馆建
筑也由此闻名。
今年是宁波博物馆开馆十周年。自开馆以来，宁波博物馆秉持“百姓博物馆”
“大资源观”和“市民博物馆”理念，逐步走出了一条引领国内中型博物馆发展方向、
符合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名城地域特征的跨越式发展之路，凭借独特的
建筑、优质的展陈、丰富的活动和热情的服务广受好评。

本土网络大电影

《薇薇·安》
昨上线

《薇薇·安》剧照

本报讯（记者 庞锦燕） 昨天，本土青春励志网络大电影《薇薇·安》在搜狐视频
独家上线播映。该片打着“宁波制造”的鲜明烙印：制片人为宁波本土影视人杨亚
中；影片全程在江北老外滩、荪湖、东钱湖、南部商务区等地取景拍摄；参演的 100
多名群众演员全部在宁波招募。
说起来，
《薇薇·安》的故事构架和院线电影《七月与安生》有点相似，主要讲述
了“薇薇”和“安”两个女孩从 18 岁开始相识、相知、相惜、相助的友爱成长故事。该
片由国内知名短片导演马咏贤执导，他曾经执导过多部电影、短片、大型真人秀、纪
录片等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其中短片作品《白夜》
《烟火》
《告别回忆》分别获得
2014“三七短片汇”最佳影片奖、2016 南宁绿氧电影季最佳创意微电影奖、2017 新
片场短片创作大赛最佳摄影奖。演员方面，周子熙、易水、邹笨笨、张萌等都是新生
代小花，有不少是“熟面孔”，比如片中沈薇薇的扮演者周子熙曾出演《忠犬情缘》
《混世高校》
《钢管舞娘》
《千术 2 千王之战》等影视，还是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同
乐会的合作演员；凌安的扮演者易水出演过《外科风云》
《猎场》
《再活一回》
《不愿错
过你》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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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 第 2018119 期：
03 13 14 16 25 27 12
3D 第 2018277 期：
7 0 9
15 选 5 第 2018277 期：
03 05 07 13 15

20 选 5 第 18277 期：
02 05 07 08 14
排列 5 第 18277 期：
0 2 5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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