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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宁波 2021年6月25日 星期五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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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2021丝绸之路周”
开幕式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举行。活
动由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
主办，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物局承办，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浙江万里学
院、中国丝绸博物馆、宁波海上丝绸
之路研究院、浙江省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人文交流基地等单位执行承
办。今年的主题为“多元共存和包
容发展”，国内外200余家文博机构
参与了为期7天的活动，先后召开
了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论坛、丝绸
之路策展人研修班、中国敦煌吐鲁
番学会特别年会，同时举办“纺织考

古一百年”展、丝巾上的丝绸之路
展、丝路摄影展、户外丝路生灵纤维
艺术展等系列配套展览。国内外相
关机构围绕“多元共存和包容发展”
主题，先后开展文物海报接力、石窟
寺探秘直播、遗产点亮丝路、丝路文
化进校园等相关活动，为公众送上
了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

通过2020年和2021年两年的
连续举办，“丝路周”活动在国内外发
出了富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声音，展现
了浙江魅力，形成了与丝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良性互动，收获了全球各
界的好评。

记者 朱立奇 通讯员 王盼

“2021丝绸之路周”在甬闭幕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在中国对外交流的历

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昨天下午，“2021丝绸之路周”闭幕式在
浙江万里学院举行，为期一周的活动虽告一段落，然而“多元共
存和包容发展”的精神传承却不会结束。

10位国际友人成海丝文化交流“郎官”
闭幕式上，宁波诺丁汉大学商

学院副院长彼得·摩根（Dr Peter
Morgan）、浙江宁波英伦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校长菲利普·比尔（Philip
Billing）、浙江万里学院来自马达加
斯加的外籍老师Avorta等10位国
际友人被授予海丝文化交流“郎官”
称号。在唐代，“郎官”代表在学术、
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士。而如
今，这个词又有了新的含义，在未来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这些“郎
官”将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
力量，是推动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发
展的文化使者。

“郎官”代表彼得·摩根分享了
他在甬城的故事。他说，宁波是一

片特殊的热土，感谢宁波的一切，希
望更多的人来宁波。活动现场，

“丝绸之路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基
地”揭牌成立。该基地将致力于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跨文化创意人
才，弘扬丝绸之路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助力地方丝路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

表演环节，红牡丹书画国际交
流社创始人、宁波开放大学红牡丹
学院院长姜红升与两位国际友人现
场挥毫，共同完成了中国画《海丝之
花——红牡丹》。在作画的同时，浙
江万里学院学生与“郎官”们共同朗
诵诗歌《丝路万里，霓裳华彩》，声情
并茂地讲述丝路记忆。

国内外200余家文博机构参与活动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通讯
员 张莹）昨晚，“百年伟业·艺心
颂党——2021 文艺与新时代同
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系列活动之红色原创小戏展
演，在逸夫剧院举行。此次展演
活动由宁波市文联主办、宁波市
戏剧家协会承办。

据了解，为了使展演顺利进
行，市剧协从今年2月开始筹备，
并启动剧本征集工作，共计收到来
自省内外的30多部原创小戏作
品。同时，剧协还组织本地编剧多
次深入到宁波各区县（市）参观红
色根据地旧址，走访了余姚梁弄横
坎头村等红色革命老区。编剧们
对浙东革命根据地的烽火岁月有
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激发了创作的
信心和热情。

经过多轮筛选与评审，4部优
秀作品昨晚被搬上舞台，《四明山
妈妈》《争遗产》《两只大白鹅》《桃
花岭·未了情》分别以甬剧、宁海
平调、越剧、姚剧4个剧种形式演
绎，为观众呈现了一台融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现实题
材舞台精品。

甬剧《四明山妈妈》将余姚

“四明山妈妈”的事迹搬上舞台，
讲述当年新四军奉命北撤之夜，
一位平凡而又朴实的农家妇女，
面对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毅
然作出离家别子的决定，跟随部
队踏上征程……

宁海平调《争遗产》讲述了山
区十八弯的一家兄弟姐妹“争夺”
红色遗产的故事，反映了富裕起
来的农民对革命传统的继承。

越剧《两只大白鹅》塑造了一
个有情有义、朴实感恩的山区妇
女形象，通过催人泪下的情节设
置，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
众的鱼水之情。

姚剧《桃花岭·未了情》讲述
了新四军老战士徐志远为实现人
生最后的心愿，时隔52年重返余
姚四明山。四明山青松飒飒，桃
花岭杜鹃绽红，桃花岭上的故事
可歌可泣。

资深媒体人晓柳昨晚带着母
亲前来看戏，“这4个红色小戏都
很好看，主题突出，结构紧凑，故
事生动，唱腔好听。”晓柳表示，4
部戏的不少细节非常感人，她和
母亲都看哭了，“让我不由想起了
父亲胸前的军功章。”她说。

宁波4部红色原创小戏昨晚集体亮相

浙东革命根据地烽火岁月再现

44部小戏之部小戏之《《桃花岭桃花岭··未了情未了情》。》。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体彩开奖信息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21070期：01 05 11 15 16 29 15
3D第2021165期：8 3 7
15选5第2021165期：01 08 09 11 15

20选5第21165期：01 09 10 12 16
排列5第21165期：5 0 6 4 6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快乐8第2021165期：
02 04 06 10 11 15 17 38 39 40
46 49 62 65 66 69 70 71 72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