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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燕燕，1981 年出
生于慈溪。大学音乐表
演专业毕业后，因为一
次偶然的机会，进入慈
溪市广播电视台成了一
名主持人。2009年，她
通过紧缺人才公开招考
进入慈溪市文联工作。
从主持人到机关人员，
钱燕燕一边积极转身，
适应新的工作节奏，一
边充分发挥自己的特
长，服务文艺界。

目前，钱燕燕担任
慈溪市文联秘书长，是
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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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燕燕：这名机关干部
还是一位擅长曲艺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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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钱燕燕就展现出了出
色的乐感，“我特别喜欢唱歌，录
音机里放的歌，听上两三遍就会
唱了。”她说。初一时，未经任何
培训的她在慈溪市独唱比赛中
摘得二等奖。这次获奖，钱燕燕
引起了音乐老师的关注。“之后
两年，老师只要有空，就会利用
课余时间辅导我唱歌，像《南泥
湾》《十送红军》等民歌，都是那
时候学会的。”

初中毕业，喜欢唱歌、外形
靓丽的钱燕燕读了艺术幼师专
业。后来，凭借出色的专业和文
化课成绩，她被保送到绍兴文理
学院攻读音乐表演专业。大学
期间，钱燕燕参加了绍兴市电视
歌手大赛、浙江省青少年歌唱大
赛等诸多比赛，积累了丰富的舞
台经验。

2005年，钱燕燕大学毕业
进入慈溪市广播电视台工作，曾
任慈溪电视台生活娱乐类节目
主播和广播电台新闻资讯类节
目主播。2009年，她进入慈溪
市文联工作。

来到文联后，尽管工作繁
忙，钱燕燕并没有丢掉自己的本
行，她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创作和
表演，并屡有所获。2013年，她
获得浙江省第二届故事会表演
银奖；2017年，获浙江省第六届
故事会表演金奖。

2013年，钱燕燕被选派至
掌起镇任佳溪村担任农村工作
指导员，其间专门为该村创作村
歌《美丽任佳溪》，还自己演唱录
制音频，在宁波市“洁美村庄”评
选中出镜拍摄了宣传视频。

在日常工作中，钱燕燕充分
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优势，为
各种大活动的举办出力。从
2010年开始，慈溪每年举办优
秀文艺作品“月季花奖”颁奖活
动，从评审到会务、表彰典礼，她
总是积极参与。特别是表彰典
礼，她参与舞台节目设计、撰写
主持稿并担任主持人。慈溪市
为扩大对外影响，积极搭建平台
创建文化品牌，先后与《人民文
学》杂志社、《十月》杂志社、省网
络作协合作，设立《人民文学》长
篇小说双年奖、袁可嘉诗歌奖暨
《十月》散文双年奖、网络文学双
年奖等系列活动。活动期间，除
了参与接待、会务、策划等以外，
钱燕燕还担任颁奖典礼的主持。

2018年 5月，第十届中国
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评

弹）在慈溪举行，钱燕燕担任组
委会副秘书长，并被中国曲艺家
协会聘任为评奖委员会委员，全
程参与比赛评审。“这次大赛，来
了很多曲艺界的大咖，跟他们在
一起工作，我学到了很多。”钱燕
燕至今印象深刻。

去年12月，钱燕燕还连续
几次到慈溪“曲韵社”开心小剧
场主持曲艺专场，为群众送去欢
乐。“慈溪是‘中国曲艺之乡’，拥
有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唱新
闻’是浙江省非遗，‘宁波走书’
是宁波市非遗，还有绍兴莲花
落、说唱、独角戏等。我发挥个
人特长，也算是为慈溪的曲艺文
化贡献一份力量了。”钱燕燕
说。

记者 贺艳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方璐）
记者昨天了解到，宁波市电影家协会、宁
波市电影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引进了法国
新浪潮电影大师埃里克·侯麦的四季系列影
展，将于4月22日至25日期间每天19:15
在宁波影都东门口店举办，让市民能在家门
口欣赏到这位新浪潮大师的经典影片，共同
领略法国电影的独特艺术魅力。

本次影展单元将展映侯麦的《四季的
故事》系列，该系列通过4个爱情故事，深
入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集。值得
一提的是，影展还特别策划了4场不同的
映后交流会，邀请知名影评人与观众进行
深度探讨和交流。

据悉，为助力宁波“影视之城”建设，
实施城市文化品牌战略，做大做强做深影
视文化产业，2021年起，宁波市电影有限
责任公司致力于打造精品电影文化品牌，
持续开展“我的电影党课”、系列特色影
展、路演巡映等活动。除了本次影展，由
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跟着电
影学党史之“向党说说心里话”短视频征
集活动将于4月26日启动，面向广大党员
开展第一阶段征集，短视频内容可以是

“对党想说的话”，也可以是表演一首歌、
讲一个故事等多种形式载体，征集详情可
关注“宁波市电影家协会”公众号获取，征
集视频指定发送至邮箱625881949@qq.
com。

此外，在4月28日，还将举行纪录电
影《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主创交流见面活动，多维度为市民打造电
影体验。

法国新浪潮电影展
今起登陆宁波
这些电影活动你也可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