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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石全） 昨日下
午，赵安中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他的故乡
镇海区举行。650余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缅怀赵
安中先生心系家乡、造福桑梓的赤子情怀。

赵安中先生热情支持家乡建设，钟情于扶持内
地教育事业，特别是支持贫困山乡农村的基础教育
事业。自1986年以来，赵安中从家乡开始了自己
的捐资助学之路，之后把捐助范围扩大到宁波、浙
江乃至全国。据不完全统计，赵安中先生生前累计
捐资建造了160多所教学楼，捐资总额达1.3亿元。

纪念活动以综艺故事的形式，演绎了赵安中先
生的百年传奇故事。之后，赵安中先生后人和社会
各界人士还共同举行了赵安中故居修缮启动仪
式。赵安中故居是清代建筑，于2011年被镇海区

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保点。
为了纪念赵安中先生诞辰100周年，骆驼街

道自今年年初决定对故居进行整体维护修缮，一
期主要对赵安中先生曾经生活过的2间房子及其
邻舍共6间1弄进行修缮，涉及资金180万元，预
计明年3月完工；二期对整个赵家大院进行复
原，涉及资金约1400万元，预计2020年全面完
工。

修缮后的故居将对赵安中先生的生平事迹进
行全面展示，努力打造成为缅怀纪念赵安中先生的
情感家园，联系沟通海外侨胞的精神地标，宁波商
帮传承的人文名片，新时代“宁波帮”人士爱国爱乡
情怀的教育基地，让闪亮的“宁波帮”精神在一代又
一代“宁波帮”的身上传承和延续。

全省首个社会艺术等级评测
指定培训考点在鄞州授牌

本报讯(记者 陈爱红） 昨日下午，中国社会艺
术等级评测指定培训考点的授牌仪式在鄞州举行，接
牌单位宁波市天唯艺星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作为
全省试点牵头单位，将在未来一年里，探索评测管理
标准和流程，在全省91个区、县（市）实现艺术考级规
范化培训考点全覆盖。

我省的社会艺术考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
至今，其热度一直持续不减。但红火的艺术教育市场
背后，艺术考级方面却存在着考级机构良莠不齐、考
级相关标准不一、艺术教育质量堪忧、艺考学生压力
较大、从业资质缺乏规范等问题。

“目前，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已对社会艺术评测中
存在的各种乱象引起高度关注，中国社会艺术等级评
测指定培训考点由中国社会艺术协会主管，在鄞州开
始，向全省推广，从而进一步向全国推广。”中国艺协艺
术素质教育委员会、文化艺术发展部部长贾川钰说。

2018高等教育
国际论坛年会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张土良） 11月2-4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2018高等教育国际
论坛年会”在宁波召开。

本次论坛主题是“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内涵
式发展”。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巴
基斯坦等15个国家的近50位外国专家，以及国内百
余所高校及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100余人参会。

本次论坛设有三个平行分论坛，分别以“新时代
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为主题
展开专题研讨，30余位国内外高等教育领域专家学者
作专题报告。

红美人柑橘11月中旬开摘

本报讯（记者 鲁威 通讯员 陈光曙） 又到一
年之中“红美人”柑橘的成熟期。昨天上午，由宁
波市供销社、象山县人民政府主办的2018象山柑橘
红美人果品营销峰会在象山召开。据悉，今年的象
山红美人大规模采摘期将从11月17日开始，预计价
格为每公斤60元左右。

柑橘是象山第一大水果产业，而红美人柑橘则
是象山县自主选育的优质精品杂柑。来自象山县柑
橘产业联盟的信息显示，2017年销售季，象山红美
人柑橘市场价格超过60元/公斤。

据象山县柑橘产业联盟秘书长石文川介绍，象
山红美人柑橘去年的栽培面积仅8000亩，今年则突
破了1.5万亩，产量预计将达到500万公斤，其中特
级红美人将达到150万公斤。

本报讯（记者 范洪 实习生 张华健 通讯员
戴如娟） 铁路部门近日发布消息，杭黄铁路预计
今年年内建成投运，开通之日起30天内，凭车票
及身份证可免票游淳安境内的千岛湖、石林等景
区。而随着本月宁波至江西宜春的航线开通，宜
春当地也针对宁波游客推出了免费泡温泉及当地
景区门票半价的优惠。

杭黄铁路东起杭州市，西至安徽黄山，全长
265公里，全线有10个车站。年内通车后，淳安千
岛湖将首次开通高铁，宁波在这条铁路通车后，也
将开通直通黄山的高铁列车，全程在2个半小时左
右。而淳安当地也将针对铁路开通进行旅游推广
活动，具体为：

针对游客凭本人到站为千岛湖的高铁票（3日
内）及身份证，在杭黄铁路开通之日（含）起30日
内，享受千岛湖景区及淳安县境内石林、文渊狮城、

森林氧吧、千岛秘境等景点门票免票的优惠。第31
日至90日，也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业内人士
表示，杭黄高铁开通后，从宁波出发，坐高铁到千岛
湖全程只要1个半小时左右。

在年底前，另一个针对宁波人免费的景区在江
西宜春。从本月起，南航首次开通宁波-宜春-重
庆航线，由南航重庆公司执飞，每周3班。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由于这是宁波首次开通
直飞江西宜春的航线，因此当地政府也推出了针
对宁波游客的旅游优惠举措。宜春的明月山温泉
风景名胜区为国家5A级景区，凡在今年11~12月
乘坐该航班前往宜春的宁波市民，凭身份证和登
机牌，在宜春明月山机场一楼问询柜台可领取位
于宜春明月山核心区域温汤镇上的五悦养生温泉
门票一张，还可以享受宜春市内景区门票半价的
优惠。

缅怀赤子之心 传承爱乡之情
我市举行赵安中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淳安千岛湖 宜春明月山
年底前又有两个景区针对宁波人免费啦

近日，备受关注的鄞
州区潘火街道金达路地块
小学正式破土动工建设，
预计2021年建成投用。

金达路地块小学位于
潘火大道与金达北路交叉
口 的 西 北 角 ，占 地 面 积
29289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6238 平方米，总投资 1.6
亿元，设计规模42个班级，
配建有地下停车场。学校
建筑为欧式风格，像一座
童话城堡。

图为学校建成效果图。
记者 徐叶

通讯员 薛丛川

鄞州又一所新学校动工
漂亮得像“童话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