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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关荣袁出生于武汉袁原籍北仑大碶街道东岙遥他在儿童时期就已显现了超凡的音乐天赋袁并于 1954年考入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袁后公派留学德国遥他是国家一级指挥尧作曲家袁也是建国以来十位最著名老一辈指挥家之
一袁是中国电影音乐指挥的奠基人之一遥他与王永吉尧尹升山合称为野中国电影音乐指挥三元老冶遥

1961年袁姚关荣以交响乐指挥和作曲双主课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德国莱比锡高等音乐学院袁曾获文化部交响乐
指挥优秀奖袁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遥
改革开放后袁作为深圳特区的音乐拓荒者尧野领头羊冶袁姚关荣主导创建了深圳交响乐团遥1997年袁这个乐团成

为第一个登上柏林爱乐大厅和布拉格斯美塔那音乐厅的中国乐团遥 在中国音乐界袁 他创造了多项世界级个人第
一袁指挥了无数场交响音乐会袁录制了不同时期的电影主题音乐袁在野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庆典冶上袁荣获野当代
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冶袁被誉为中国电影音乐指挥领域功勋最卓著的指挥家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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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记者 刘盈蓉 通讯
员 陈红萍）2月 24日，一台献礼
共和国华诞 70周年的交响音乐会
在宁波大剧院奏响。在此次交响音
乐会上，由一位祖籍大碶的音乐家
担任指挥，他就是中国元老级指挥
家姚关荣。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家乡
的音乐舞台，并特意将两年前呕心
沥血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又名
《凤阳花鼓》）首演地点放在故乡，
以此作为献给家乡人民的一份礼
物。

在演奏会正式开场前，记者来
到宁波大剧院排练厅对这位 83岁
高龄的音乐家进行了专访。说到将
自己晚年创作的长篇巨作《第一交
响曲》放在宁波首演的初衷，姚老
深情地说道：“作为音乐宁波帮的
成员，我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用
自己最深情的旋律，向家乡和家乡
人民表达感恩和思念之情。”

2017年，耄耋之年的姚关荣激
情焕发，凭借着对祖国和对音乐的
热爱，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歌颂
祖国 70 年光辉历程的长篇巨作
《第一交响曲》。这是一部描写了中
国近现代以来 100 多年伟大历史
的交响乐作品。其中的旋律素材选
自被姚老称为 “世界音乐文化奇
观”的中国民歌和红色经典歌曲。
在姚老巧妙的编排和再次创作下，
这些具有强烈时代气息、耳熟能详
的经典旋律，通过交响变奏的创作
手法，贯穿全曲，若隐若现，仿佛让
人置身于历史的天空，俯瞰伟大祖

国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光辉历程，让人沉浸在无限
的回忆和感慨之中，以致流连忘返。

同时，《第一交响曲》也寄托了
姚老心中对祖国、对党无限热爱的
那份赤子之情。姚老告诉记者，他出
生于战火纷飞的岁月，年少时就尝
尽颠沛流离之苦，随着父母辗转湖
北、云南、上海、福建等地。后来考入
上海音乐学院后，国家送他去德国
深造，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所以他
对祖国、对党怀着无限感恩之情。此
外，当时住在上海的他曾亲眼看到
人民解放军在进城后，为了不扰民
和衣席地而睡的场景，让他十分感
动。“我一直认为，祖国的日益强
大，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离不开共
产党的正确领导。”

对姚老来说交响乐就是他的生
命，他直言自己人老心不老，还要继
续创作音乐，要继续拿着指挥棒站
在热爱的舞台，要把更多的音乐种
子播撒到不同的城市。无论身处何
地，家乡宁波是他心中一直牵挂的

地方。早在 2013年，姚老就曾来到
北仑大碶寻根，走过碶上墩，登过九
峰山，在东岙村走走看看，脑海中充
满了对家乡的美好回忆。

赤子最思报母恩，树高千尺不

忘根。此次，姚老用自己最热爱的交响
乐，倾诉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深情，
这也是姚老在 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
首登故乡舞台，以此来完成他多年未
尽的游子心愿。

献给家乡的礼物
83岁大碶籍指挥家姚关荣首次执棒家乡音乐会

近日，郭巨街道“聚力
巨力”职工拔河比赛，为企
业青年搭建交流平台，以党
建带共建，打造 “青年峙
北”。

本刊记者 匡 野
通讯员 王凌虹 摄

青年聚力

本刊讯（记者 廖俊利 通讯
员 丁苗娟 叶脉清）近日，区市
场监管局联合区检察院、食责险运
营服务中心对区内学校食堂及周边
食品经营行为进行拉网式检查，用
多方位多角度监督、监管的模式来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多部门合作，闭环监管。“他们
的砧板有不同的颜色，仓库门口都
有挡板……”在检查中，检察院工
作人员好奇地问。区市场监管局有
关负责人解释道：这是 “色标管
理”法，比如砧板，蓝色切海鲜、绿
色切蔬菜、红色切肉类的，以此避
免工用具交叉使用。仓库的挡板叫
挡鼠板，防止鼠害。食责险承包单
位的工作人员也一同对学校的色
标管理、进出台账、留样等工作进
行了检查。上述负责人介绍，多部
门联合检查，一方面可以加强部门
间的合作，增进了解；另一方面各

司其职，形成监管合力，多维度保
障校园食品安全。

近年来，对于校园食品安全监
管已实现多频全覆盖检查，严格按
照新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从进货验收、切配烹饪、备餐

分餐、食品留样、餐具消毒保洁及人
员要求、硬件设施等各环节进行严
格把关指导。检查中，记者看见有一
位检查人员随手做着记录。据介绍，
这些记录为各校须整改的问题，这
些问题将及时反馈，并连同量化打

分结果、年度评定等级等以教育局联
合发文的形式公布，督促校方整改到
位，形成监管闭环。

检查深入细致，不留死角。“你
们这个吊顶设计不合理，要是冷凝水
掉落到食品上，会影响食品安全。”
在北仑中学食堂后厨的蒸煮间，天花
板上满是水珠，检查人员要求其尽快
解决处理。在后厨操作间，检查人员
要求现场人员摘下手套，确定有无伤
口、皮肤病或者佩戴戒指等，并要求
校方不放过任何细节问题。在食堂配
餐间，当检查人员发现紫外线灯与照
明灯串联，立即要求两者开关独立控
制。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
强与区检察部门的沟通协作，联合开
展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监督执
法，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校园食品
安全的重视程度。“我们将及时与区
检察院互通案源信息，推进信息共享，
共同建设行政执法信息与行政检察信
息衔接平台。一旦发现违法问题，依法
立案调查，积极配合并支持检察院以
公益诉讼的形式参与到食品药品安全
治理工作中来。”上述负责人说。

多部门联合 拉网式检查

开学季学校食堂“体检忙”

本刊讯（记者 蔡晓馨 通讯
员 贾晓艳）为进一步落实非法加
油站点集中专项整治行动，规范全
区成品油市场秩序和安全，我区在
严厉打击非法加油经营活动的同时
再出实招，与区内正规加油站点合
作，以较低的价格向区内物流企业
提供柴油，降低企业用油成本，破解
加油难、加油贵问题。

针对临港区域成品油市场秩序
混乱，安全隐患大等问题，去年 12
月，我区在全市率先出台《成品油
市场专项整治方案》，设立打击、打
私、疏导三个专项小组，明确多部门
联动执法机制，倒排时间表、任务
图，启动为期一年的成品油批发、走
私、运输、非法加油等全链条整治。

在积极推进打击非法加油站点
工作的同时，疏导专项小组也展开了
一系列行动进一步为区内的物流运
输企业降低运营成本。专项整治启动
后，我区主动拓展成品油供应渠道，
探索推行园区内物流企业共享共用
防爆撬装加油装置自主储油，目前首
批已备案通过 19处自主加油试点，

供物流企业内部车队自用加油。
1月中旬，疏导工作再次取得突

破。我区以宁波市东海长城石化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石化）为试
点，对区内物流企业加油实行大客
户批发价格，解决了物流企业加油
批零差价大的难题。长城石化在收
取一定服务费的基础上，对全区物流
运输企业加油实行大客户批发价格，
较零售价格降低 1.3-1.5元 /升，降
低物流企业运输成本达 20%以上。

自试点运营以来，长城石化北
仑加油站以大客户批发价格为物流
企业加油量达到平均每天 30 吨，
最高时达到了 42吨一天，服务运
输车辆由平均 15辆 / 天增至 355
辆 /天，增长达 23倍。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 20多
家区内物流企业在长城石化备案，
共登记在册集卡车 600余辆。“备
案物流企业必须为区内企业，同时
要向我们提供营业执照、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公司下属集卡车辆信
息等资料。”宁波市东海长城石化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我区还将积极与中石
油、中石化对接，扩大试点范围，同
时推动试点企业为区内企业自用撬
装式加油站提供供油服务，进一步
降低区内物流企业用油成本。

降低物流企业用油成本

我区打击非法加油再出实招

本刊讯（记者 匡野 通讯员
贺梅贞 张玲）近日，郭巨街道党
工委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党支部的党
员们有了手机“新宠”———“学习
强国”APP，“学习强国”是党员干
部理论武装最强大的“加油站”，一
经推广，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学习强国’内容丰富、涉及

面广，不仅可以学习新思想，还可以
浏览时政新闻。”郭巨中队党支部
书记胡俊杰如是说。而年轻党员张
玲则为在其中找到了许多科技、文
化类资讯而感觉惊喜，“没想到内
容如此丰富。”
“学习强国”将党建搬到网上，

打造了内容权威、特色鲜明的思想

文化聚合平台。据了解，该 APP 客
户端有“学习”“视频学习”两大板
块 38个频道，平台 PC端包含了
17个板块 180多个一级栏目，聚合
了大量可免费阅读的期刊、古籍、公
开课、歌曲、戏曲、电影、图书等资
料。学习平台一经推广，迅速掀起了
下载使用热潮。“我们党支部所有
党员均已安装使用‘学习强国’，活
跃度非常高，重要的是，这个平台有
助于提升个人素质和更好地做好工
作，真正迎合了大家的学习需求，让
大家并不为积分而学习。”胡俊杰
说，平台为基层党员们开展线上阅
读、线下学习交流，利用碎片化时间
随时学习提供了便利。

郭巨基层党员热议“学习强国”

本刊讯（记者 陈志明 通讯
员 王俊）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保障协和地块及集成电路产业园重
点区块电力需求，推动集成电路产
业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近
日，集成电路产业园配电网规划审
查会议召开。

集成电路产业是宁波市推进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
设中明确的构建“3511”产业体系
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核心。自承接中
芯国际项目以来，我区以落实“科学
谋划宁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举措”
为要求，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思路、
实施路径、重点目标和对策措施进
行了深入研究，并以聚力打造中国
首个集成电路特色小镇、高标准建
设中国重要的特色集成电路产业基
地为创新载体和重要抓手，助力推
动数字经济提速换档、质量齐增。

会上，区供电部门委托浙江优
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作了方案研
究，并就《宁波北仑临港新材料及
集成电路产业园配电网规划》成果
作了专题汇报。与会人员从规划现
状、道路建设、企业需求、环境生态
等多个角度畅所欲言、交流意见，通
过寻路径、作比选，谋划推进思路，

优化实施策略，达成了初步共识，取
得了预期效果。

据了解，协和地块和集成电路
产业园是我区当前重大项目招引的
重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既是热点
也是难点。由于集成电路产线类项
目用电量大、高能耗，对电力配套的
稳定性、可靠性要求极高，大部分项
目需要铺设专线，要求以双电源、双
回路供电。各相关职能部门必须紧
盯近、远期需求强化统筹协调，做到
早谋划和早部署，确保电力工程早
落实、早投用。

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双
城”发展战略，携手同行、协力攻
坚、破题克难，构建了协商合作、良
性互动的工作机制，服务重大项目
有情怀、有温度，推动高质量发展有
担当、有作为。会议指出，各部门要
以项目为中心，深化细化电力规划，
完善近期规划，及时确定镇东变投
用前供电方案；招商部门要动态掌
握用电需求，及时、准确提供企业用
电负荷和用电时间；公建中心要提
供近期的道路建设计划，强化统筹，
方便供电部门编制可实施的电力规
划，确保电力建设更为科学合理、集
约高效。

集成电路产业园
配电网规划审查会召开

本刊讯（记者 余姣姣 通讯
员 林炫铮）日前，省“三改一拆”
办、住建、交通三部门联合发文，公
布 2018年省级精品示范道路（入
城口），全市仅有 2条高速入城口
被评省级精品示范入城口，我区甬
台温高速北仑出入口 （现称 G15
沈海高速北仑出入口）成功入选。

在 2017年获得省精品入城口
的基础上，我区按照“点美、线美、

景美”的理念，针对原先存在的地
方人文元素不明显、服务设施不够
健全、入口景观灯缺乏、基础设施及
常绿草坪老化等问题对高速出口至
庐山路段进行了升级提升。同时，新
增了一座绿雕、增设了沿线绿地围
栏；完成了常绿草坪及沿线沥青铣
刨罩面改造；对桥梁防撞墙进行了
涂刷，进一步提升了北仑区主城区
入城口的品质。

甬台温高速北仑出入口
获评省精品示范入城口

图为姚关荣

廖俊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