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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第21066期：
24 26 29 34 35 09 11
20选5第21153期：
03 05 06 07 11
排列5第21153期：3 6 8 1 7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3D第2021153期：4 1 1
6+1第2021066期：0 2 8 6 2 4 狗
15选5第2021153期：03 04 05 11 15
快乐8第2021153期：
22 27 29 30 31 32 36 39 40 41
44 47 51 52 57 60 61 68 73 80

福彩开奖信息

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是宁波老城
的经典格局。其中的西塘河，东起望京门，
西抵大西坝，是旧时宁波车船出城北上的必
经之路。丰厚的人文底蕴孕育了西塘河上
独一无二的风光，多座高大的石拱桥至今犹
存，两岸往来的人马市集，构成老宁波心中
一缕难忘的乡愁。

近日，74岁的冯良全老人通过查阅史
料、对照老照片，将心中的西塘河用水墨画
了下来，题名《宁波明清西塘河》，全长34
米，有人将其称为“宁波西塘河版”的《清明
上河图》。昨天，该画作在白云庄边的浙东
文化研究院公开亮相，参加《最是城西好风
景——冯良全先生国画西塘河长卷首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图按从东至西的方
向绘制，大致分为望京门、大卿桥、接官亭、
泽民庙、西塘村居、西成桥、望春桥、新桥、上
升永济桥、高桥、大西坝11个段落，即11个
景点。几座大桥是重点描绘的部分，其中有
些桥至今犹存，有些已成为历史。

老人还用心地在长卷中嵌入了时序的
变化，从头至尾暗嵌一年二十四个节气，西
塘河沿岸的河山、人文、船运、农耕、乡土特
产等风土人情、市井万象尽入画中。实际画
卷全长34米、宽60厘米，用小写意笔法，以
淡墨、浅绛色彩形成山水画格调。

冯良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从2019
年开始关注相关资料，留意捜集，走访拍照，
写生、问询、查阅，好不容易集齐望京门、大
卿桥、接官亭、西成桥等的历史资料和照片，
然后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创作。历时5个月，
终于画成。

该长卷共1133个人物，拥有不同身份，
穿着不同季节的服饰；有144条船，包括艚、
舸、舰、农船、运输船、渔船、游船、摆渡船、放
鸭船等各种船型。“希望这张画能够为后人
留下一些记忆，同时也为宁波建城1200年
献礼。”冯良全说。

在长卷末尾，冯良全自拟了一篇《西塘
河赋》：“城西最美西塘河，千年塘河起田
歌。三十里源四明水，河上石桥座望座。橹
帆艚舸如穿梭，浙东运河通京杭。塘畔先民
勤耕耘，稻竹草席山笋多。商贾聚集坌似
云，我续文脉画西塘。十多景点记长卷，廿
四节气写塘河。”

昨天，宁波市美协名誉主席林绍灵也来
到现场，给予冯良全很大鼓励。“冯先生把从
小对宁波的深厚感情都表达在画里了，其中
有他的生活经历，有对宁波文化的了解和对
历史的考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林绍灵
说，“西塘河是宁波历史文化的浓缩，江南、
鱼米之乡这些宁波的标签在西塘河上一览
无余。”这些年，冯良全还画过不少宁波主题
画作，如“白云庄十二景”“保国寺”“鼓楼”

“鄞江桥”等，也在展览上一并展示。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费伟参加的这次展览，是由
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北
京市东城区委、北京市东城区政
府主办的“百年·百姓——中国
百 姓 生 活 影 像 大 展 (1921-
2021)”，于6月 8日在王府井步
行商业街开幕。

展览从普通百姓的衣食住
行、生产生活入手，多方位展示百
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
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和使命。分“沧海桑田”“岁月如
歌”“百家百福”“百年好合”四个
板块，共展出作品323幅。其中，
费伟家庭提供的两幅合影作品，

入选“百家百福”板块。
为了纪念入展，夫妻俩决定

派一人前往北京亲身观展。
“其实一开始是我夫人帮忙

提供展览照片的，没想到最后我
们自家的能入选。”费伟笑道。原
来，费伟的夫人邵莉是一名退休
教师，还是宁波“胖妈妈”公益热
线的主持者，她的事迹曾被中央
电视台等媒体广为报道，颇有影
响。这一次，在“百年百姓”影展
征集过程中，主办方曾致电邵莉，
委托她寻找1929年宁波市的家
庭合影。但邵莉向多家单位询问
后，并未如愿得到相关年份的照
片。交流过程中，邵莉想起自己

家族中留存着1938年至今的合
影，便精选其中的数十幅，提供给
了主办方，最终，两幅分别拍摄于
1965年、1991年的家庭合影入
展“百家百福”板块。该板块共涵
盖100幅中国老百姓的全家福，
从1921年至2021年每年选取1
幅进行展出。

自家的两幅合影能够作为
中国亿万老百姓的代表入展，对
家庭、对宁波人都是大喜事。于
是，夫妻俩商量，家里必须有人
亲自到现场观展。于是，费伟购
买了6月10日下午从宁波出发
到北京南的高铁票，当晚顺利抵
达。

这位65岁的宁波人
在北京王府井商业街

费伟在展览现场引吭高歌。 通讯员 付党生 樊荣禄 摄

“唱支山歌给党
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 的 光 辉 照 我 心
……”6月11日，北京
王府井步行商业街
上，65岁的宁波人费
伟身穿一身红色衣
服，站在正在那里展
出的自家全家福前，
深情地唱起了红歌。

“完全没想到，我
们家居然能有两张照
片入展，站在现场的
心情难以诉说，我就
通过唱歌的方式来表
达了。”昨天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费伟仍难
掩激动。

11日一大早，费伟就赶到了王
府井步行街，当看到自家的两张全
家福被放大展出后，作为一名歌唱
爱好者的他忍不住引吭高歌。

在放声歌唱前，他还特意换
上了提前准备的红色衣服助兴，
在身后“百年百姓”影展300余幅
照片的大背景下，唱出了自己的
心声。

昨天下午，费伟向记者介绍
了照片背后的故事。

在1991年拍摄的那张合影
里的两位老人，是费伟的岳父母，
岳父邵峰当年是新四军，岳母于
波是八路军，这对革命伴侣是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当天订婚的，夫妇俩以此
为荣。照片里还有邵莉的两个弟
弟，他们现在也都享受着幸福安
宁的退休生活。此外还有一个扎
着小辫子的小姑娘，是费伟和邵
莉的独生女儿，如今已是一名中

央机关干部。
“我很高兴，能以这样的方式

前往北京，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
将我们全家的幸福生活反映出
来。”费伟说，“这些入展的照片，
主线虽然是百姓生活变迁的记
录，但实际上展现的，是百姓在党
的领导下，从艰难困苦走向幸福
生活的缩影，是百年征途上的生
动写照。”

记者 朱琳

宁波家庭提供的两张照片入选展览

特意穿上红色衣服在现场引吭高歌

冯良全在介绍画作。

这位74岁的宁波人
绘制了34米长西塘河画卷歌歌高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