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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静雅，高级记者，三次获中
国新闻奖，三十余次获浙江新闻奖。曾
被评为浙江省三八红旗手、宁波市优秀
共产党员、宁波市劳动模范、宁波市优
秀新闻工作者、宁波市十大杰出青年、
宁波市“最美新闻人·榜样人物”，是宁
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第一层次人才、宁
波市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人才。

“站在2022年的春天，当我作为一
个记者去探寻宁波共同富裕的奥秘时，
我的脑海里自然而然浮现出了他们，那
位每年冬天如约捐款的‘顺其自然’，那
位冒着酷暑给山区孩子织毛衣的老人，
那位在寒风中送粥的青年，那位捐出全
部压岁钱的孩子……他们如同一幅没
有尽头的画上的人物，数也数不清。”杨
静雅说，宁波这座有着乐善好施文化基
因的城市，用爱滋养了“顺其自然”等众
多爱心人物，而这些爱心人物又用他们
的道德力量影响着宁波。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文化与文
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在该书的推荐词
中写道：“万家灯火”，这是一个充满诗
意、平安和人间烟火的意象。用这个意
象来表达宁波人民的爱心，真是恰如其
分，寻常无比，温暖有加。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晓
玥认为，《万家灯火》可谓爱心宁波的

“清明上河图”：清明是清洁而明净的人
心、生活，是生机勃勃的人间气象。

目前该书已正式出版，即将上架发
行与读者见面。

记者 朱立奇 通讯员 午歌

爱心宁波的“清明上河图”!

长篇报告文学
《万家灯火》出版

以爱心之城 谱共富画卷
近日，著名作

家徐鲁、高级记者
杨静雅撰写的长篇
报告文学《万家灯
火》由宁波出版社
出版。作品通过
“顺其自然”二十余
年匿名捐款、“爱心
奶奶天团”热心公
益、宁波市民万人
助学等众多爱心故
事，塑造了宁波爱
心人物的群像，讲
述了凡人善举汇成
满天繁星，照亮人
间，合力打造“爱心
之城”的动人故事。

全书共18个章
节，以独特的视角，
细腻的文字，通过
对一个个真实的慈
善故事的描述，将
爱心宁波具象化。

作者徐鲁，著名诗人、散文
家、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曾获全国

“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屈原文艺奖、冰心儿
童图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等，被译为英、法、意、韩、日、瑞
典、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

徐鲁与宁波缘分匪浅，10多
年前，他写过一篇散文《家住月湖
边》，讲的就是宁波藏书家徐时栋
的家族故事。5年前，他又写了一
部关于屠呦呦的绘本《神奇的小
草》，在中国和意大利同步出版、
全球发行。

去年10月，徐鲁做客浙江书
展天一阁论坛，接受记者专访时
曾表示，他对宁波的感受有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宁波是一座
点亮万家灯火的爱心城市。“从

‘顺其自然’这类‘隐名’的爱心人
士，到钢琴奶奶、支教奶奶、送粥
奶奶等，还有前些年宁波人连夜
捐款救助青海女教师罗南英的故
事，都令我深受感动。用万家灯
火来形容这座大爱之城、形容宁
波共同富裕的氛围，是很恰当和
形象的。”徐鲁说，“慈善事业作为
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构成，有助于
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是实现共同
富裕道路上的重要社会力量。”为
了写好《万家灯火》，2020年初，他
来到宁波实地走访，爱心宁波的
许多人和事深深打动了他。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近日在其
官网发布“关于2022年优秀运动员
本科保送推荐名单的公示”。记者
昨天了解到，我市管晨辰（体操）、徐
红（射击）、王坚雄（帆船帆板）、王士
嘉（单板滑雪）4名选手进入保送推
荐名单。其中，奥运冠军管晨辰被
保送至浙江大学。

管晨辰2004年出生，去年在东
京奥运会上获得体操女子平衡木冠
军，她在决赛中表演的“袋鼠摇”萌
翻全场，成了“网红动作”。

日常生活中，开通了社交账号
的管晨辰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她
会发自己与以往的对比照，也会发
一些跳舞视频并与网友互动，拥有
大批粉丝。

4月13日下午，浙江大学官方
微博发布信息称，东京奥运会冠军
管晨辰拟被保送浙江大学。消息一

出，瞬间成为热门话题，不少浙大校
友纷纷留言，欢迎管晨辰成为自己
的校友。

管晨辰目前是浙江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去年，她还曾代表新当
选的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发言：“作为
一名体操运动员，比赛是我最大的
任务，我会在我的专项上全身心投
入，把奥运精神、体育精神传递给更
多的身边同学，激励小伙伴们拼搏
向上。”

此次公示的本科保送推荐名单
上，徐红、王坚雄、王士嘉也都是我
市培养的优秀选手。

其中，徐红被保送至四川大
学。1998年出生的她，在宁波体育
运动学校师从江浩俊教练。2018
年墨西哥射击世界杯赛上，徐红与
队友并肩作战，夺得气步枪混合团
体冠军。2019年10月20日，在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女子50米步
枪卧射团体赛中，徐红获得季军。

王坚雄是宁波市水上（游泳）运
动学校培养输送的帆船帆板运动
员，这次被保送至宁波大学。2018
年8月31日，雅加达亚运会帆船帆
板比赛激光公开级中，王坚雄获得
银牌。同年的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
上，他在激光级场地赛中获得冠军。

王士嘉是宁波市二少体培养输
送的运动员，这次被保送至北京体
育大学。2002年出生的他，2011
年开始滑雪训练，2017年入选国家
青年集训队，师从国家滑雪队教练、
浙江宁波滑雪队教练郭林。2019
年全国青年运动会单板滑雪比赛
中，王士嘉在男子单板平行大回转
项目中摘得银牌，在单板滑雪平行
回转项目中勇夺金牌。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陈皎宇 覃丽凤

宁波是一座点亮
万家灯火的爱心城市

爱心“甬”动
渐渐成为新的社会风尚

奥运冠军管晨辰被保送到浙江大学
徐红、王坚雄、王士嘉等宁波选手也获保送

管晨辰在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资
料图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