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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宁波 2020年1月9日 星期四 广告

昨天，由宁波市志工委主办、鄞州区委区政府承办的宁波市“爱心尚德”
新春专场文艺演出在鄞州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现场颁发了2019年度宁波市
志愿服务“五个10”的各个奖项。

2019年哪些志愿者、志愿团队感动了我们？

宁波市“爱心尚德”专场文艺演出举行
5大项共计50个最美（最佳）志愿者名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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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2WX ỲZU[\]^_`abcde

\]f!"##if!$%$ibc3ghijkl9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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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开奖信息

3D 第2020008期：6 0 2
七乐彩 第2020004期：
03 08 09 18 20 28 30 16
6+1 第2020004期：1 8 6 9 4 3 兔
15选5 第2020008期：01 02 06 10 11

大乐透第20004期：
17 20 21 29 30 05 09
20选5第20008期：01 05 09 10 14
排列5第20008期：1 8 8 3 4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昨天下午2点多，当最美志愿
者、最佳志愿服务工作者、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村）等50个获
奖单位和个人出现在户外红毯上
时，场内通过镜头切换见证这个场
面的观众，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宁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志
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军，宁波市委常委、
鄞州区委书记褚银良等领导亲切接见
优秀志愿者，并与他们合影，感谢他们
为宁波的志愿服务事业做出的努力。

2019年9月，为进一步选树典
型、学习先进，我市启动了第四届志
愿服务“五个10”先进典型的宣传推
选活动。在近3个月时间里，通过全
面宣传发动、精心组织推荐、网上公
开展示、评委认真评议，最终在220
余个推荐名单中，评选产生了5大项
共计50个最美（最佳）名单。

最先揭晓的，是10位最美志愿

者的获奖名单。
海曙区关爱老兵公益组织志愿

者孙嘉怿、北仑区红领之家社会服务
中心志愿者王伟红、鄞州区甬动爱心
服务中心发起人李龙等10人，获得
最美志愿者称号。

其中，镇海区绿丝带环保志愿者
总队队长郁振伟作为代表，接受了主
持人的访谈。他说，镇海有很大的煤
场，绿丝带团队便经常去监测扬尘是
否超标。起初，他们遭遇了各种刁
难，“监督对象有时候会放狗出来吓
唬我们；有时候见我们去了，就停工；
有时候，煤场四处喷水，志愿者被淋
成落汤鸡……后来我们进行了劝说，
告诉他们，企业在重视效益的同时，
也应该注重环保，一次、两次、多次劝
说后，企业开始配合我们监测了。”

如今，该团队每周会去煤场巡查
二三次，并将监测到的情况进行记
录。为期7年的监督中，团队共为有

关部门提供了200余条有效建议。
接下来，现场还揭晓了2019年

度宁波市最佳志愿服务工作者、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村）的获奖者名单。

2019年，“支教奶奶”周秀芳的
名字感动了宁波，影响了全国，她还
当选了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当舞台剧《支教奶奶》登场时，全
场观众为之动容。三名表演者通过
对周秀芳年幼时、6年前刚刚踏入支

教道路时、72岁仍奔波在志愿服务
一线时的不同心境刻画，呈现了这位
志愿者的高尚品质。

随后，多人快板《我是宁波新形
象》将大家从沉重的氛围中带离，琅
琅上口的快板展现了志愿者们服务
时的美好形象。

全市志愿者团体、组织代表，以及
市级以上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
人代表等950余人观看演出，200多名
文艺志愿者参加演出。 记者 朱琳

文艺创作应以受众需求还是自我表达为主？

这场辩论赛火星四溅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袁婷婷） 近日，一场唇枪舌剑的论
战在广电集团演播厅举行。参加

“2020 贺岁篇——宁波精英辩论
赛”的两方展开交锋，观念和思维在
这里激情碰撞，现场火星四溅。

辩论赛的正方持“文艺创作应
该以受众需求为主”的观点，午歌担
任领队，辩手为金鱼、戴则宇、余冰、
江言；反方则认为“文艺创作应该以

自我表达为主”，朱友君担任领队，
辩手是尉宾娟、叶子青、张金捷、桂
思聪。由畅销书作家、学者、律师、
基层机关干部、教师、电台主播等宁
波各界人士组成的选手们展开了激
烈辩论。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舌战，最终，
反方三辩张金捷获得此次辩论赛

“最佳思辨奖”，正方四辩江言获“最
佳风度奖”，而经由20多家媒体评

选出来的“最具人气奖”授予了反方
一辩尉宾娟和反方三辩张金捷。

现场评委睿智深刻的点评，也
一次次将比赛气氛推向高潮。曾荣
获金鹰奖“最佳编剧”的著名编剧温
豪杰认为，自我表达是创造，受众需
求是责任，两者并不矛盾，这个时代
我们在坚持自己独特品质和追求的
同时，也不能忘记肩负的社会责任
和义务。

最美志愿者合影最美志愿者合影。。记者 刘波 摄记者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