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马振

一方简陋的画室，老人时而翻
书阅读，时而凝神思考……“最近准
备创作一幅反映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的画，前期虽有谋划，但动笔还需
谨慎，要慢慢酝酿。”老先生说。

老先生名叫徐能海，是我县知
名画家，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版画家协会会员，创作了大
量油画、年画、版画、国画等美术作
品。其中，他创作的油画《港花》入
选全国“群星奖”；版画《金潮》入选
全国第九届美展，并获全国第十二
届“群星奖”优秀作品奖；年画《古
堡春色》入选全国第七届美展。

1940年 3月，徐能海出生于
爵溪。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加入少
年儿童团。进入新中国，他享受着
上学读书的美好时光。“在一天中

午，偶然在校门口看到几个人背着
画架写生，画着爵溪城门，感觉真
好看，就想着自己以后也要画画。”
徐能海回忆道。

在学校美术老师的指点下，徐
能海逐渐进入美术殿堂，特别是后
来他考入舟山师范学校，受到了相
对系统的美术教育。毕业后，徐能
海在我县从事中学美术教育工作，
1989 年调入县文化馆任馆长，曾
担任县美协主席、县书画院院长。

以创造美为天职，用画笔描绘
火热的生活，这是老先生多年尊崇
的创作理念。在担任文化馆长、美
术干部时期，他经常深入各地采风
创作，被称为“游走于群众生活中
的画家”。“改革开放前，文化生活
不够丰富，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就

常常跟着老师在爵溪、丹城写生，
画街心亭文化建筑和老街人民的

生活，当时老百姓的业余生活也是
听听广播，看看露天电影，品品乡
村戏曲。”徐能海说，工作以后，特
别是进入文化馆以后，全县开展文
化下乡，各种文化艺术创作百花齐
放。尤其从 1998年开始，老百姓能
在家门口参与大型文化节庆———
开渔节，欣赏精品文化演出。

说到首届中国开渔节，当时徐
能海还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1998
年 8月，首届“中国开渔节”举办前
一个月，组委会把一项艰巨而光荣
的任务交给了他———设计开渔节
节徽。他反反复复设计了上百张草
图，最后灵机一动，确定用“开渔”
两个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来
表现，也就是用“K”“Y”来构图，突
出渔民劈波斩浪、港面千帆竞发的
盛况。“当看到每届开渔节迎风飘
扬的旗帜上、五光十色的舞台上都
有自己亲手设计的节徽，心里感觉
很欣慰。”徐能海说，首届开渔节成
功举办后，县邮政局还把这个节徽
作为开渔节个性化邮票的附图发
行，感觉很自豪。

徐能海创作的美术作品大都表
现家乡的民俗风情。早年，他创作的

年画《一帆风顺》、版画《海上拔河》

等，生动地反映了海洋的博大胸怀
和渔民的丰富生活。徐能海入选全
国“群星奖”美展的油画《港花》就源
于一次去港口体验生活时，看到一

群英姿飒爽的女工人在工作，一股
敬佩之情在内心涌动；入选全国第
九届美展的版画《金潮》，画的就是
石浦港渔民繁忙的景象……

2006年，县委、县政府作出了
建设海洋文化大县的决定；2008
年，我县被评为“中国渔文化之乡”；
2013年，我县获批国家级海洋渔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面对全县文
化建设活力进一步迸发的大好机
遇，已经退休的徐能海老骥伏枥，积
极投入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中，收
集整理了大量非遗文本资料。

2018年 6月，徐能海向县档
案局捐赠了 356 件作品，包含年
画、连环画、国画、油画、板画，以及
奖状、论文等资料。这些作品从不
同视角展现了我县文化底蕴和民
风民俗。老先生深情地说，文艺工
作者要用一生追求的艺术为社会
服务。他将一如既往投身本土文化
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工作。

用心捕捉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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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海峰 马振

本报讯 日前，县四套班子领
导叶剑鸣、黄焕利、金红旗、周坚
栋、范建富、欧亚群以及县法检两
长，分组赶赴杭州、宁波，慰问象山
建筑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状
况，调研建筑经济形势，协调解决
有关问题。

8月 12日，县委书记叶剑鸣
一行来到杭州市，深入龙元集团望
江单元项目基地、宏润集团博奥隧
道工程项目基地，向奋战在高温施
工一线的广大建筑企业员工表示
亲切慰问，叮嘱施工人员在高温时
段落实好防暑降温措施，确保施工
安全。还与企业负责人就建筑经济
走势、加快转型升级、防范经营风
险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叶剑鸣代表县四套班子及家

乡人民向在外打拼的建筑大军致
以诚挚的慰问。他说，以龙元、宏润
为探路者、带路人的象山建筑业，
从传统起家到实现转型突破，在项
目创新上不断取得硕果，在行业领
域上走在全国前列，为家乡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绩
来之不易，广大建筑企业要坚定信
心、放眼长远，把握形势、抓住机
遇，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
能力，努力走出一条更加绿色节
约、高质高效的象山建筑业特色发
展之路。要继续保持开拓进取、勇
于攀登的创业创新精神，推进产业
结构变革、技术管理创新，形成企
业之间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以质
量、品牌、信誉赢得更多市场；要牢
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格按照要
求组织施工，更加注重金融风险防
控，进一步深化标准化、精细化管

理，确保建筑业始终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

叶剑鸣表示，县委、县政府将
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建筑业发展，倾
力为建筑企业在外打拼提供坚强
后盾。各职能部门和行业主管单位
要全力支持建筑企业发展，加强联
系沟通，提供优质、精准、高效服
务，全力以赴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在杭建筑业企业家感谢县委、
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要坚定
发展信心，加快转型步伐，进一步
打响象山建筑业品牌，努力为家乡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月 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黄
焕利一行赶赴宁波，先后来到华锦
集团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院
项目部、良和公司西洪大桥及接线
工程项目部，送上慰问品，向奋战
在高温一线的广大建筑工人表示

慰问，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
施，确保施工安全，保障施工质量。
黄焕利还与企业家座谈交流，认真
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听取企业对政
府工作的意见建议。

座谈中，黄焕利充分肯定了建
筑业对促进象山经济和相关产业
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建筑企
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
遇，坚持品牌战略,走质量兴业之
路，努力创造优质精品工程；要着
力搭建创新平台，加强管理创新
和技术创新，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
提升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创新能
力，增强核心竞争力，以质量和品
牌赢得更多更大的市场。各级各
部门要加强与建筑企业的沟通联
系，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政策措
施，为建筑业发展创造更加优质的
环境。

县四套班子领导赴杭州宁波慰问建筑企业

记者 张伟海

本报讯 近日，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孙小雄先后来到县
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宁波兄弟服
饰有限公司、县农业行政执法大
队以及靖南大街交警执勤点，叮
嘱大家高温季节一定要注意劳

逸结合，积极应对炎炎夏日里的
高强度工作，并送上防暑降温用
品。

孙小雄说，各级各部门和用工
单位要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科学

安排户外工作时间，切实做好防暑
降温工作，确保广大职工身心健康
和安全生产。

县领导看望慰问
高温一线工作者

本报记者

事件：东陈派出所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相关线索排摸时发现，
2015年８月至 9月间，东陈乡旦
门盐场有多名养殖户被一伙周边村
庄男子以养殖塘未付租金为由，采
取言语暴力威胁、私自拿取海产品
等方式敲诈勒索 8万多元。

东陈派出所根据排摸线索开
展专项侦查，发现陈某、叶某等人
有重大作案嫌疑，办案民警通过走
访调查并收集证据，对相关犯罪嫌
疑人进行传唤，先后将陈某、叶某
等 9人抓获。经审查情况属实。该
9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县公安

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移送县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短评：“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是
黑恶行为的基本特征。陈某、叶某等
人纠集一起，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对多名养殖户实施违法犯罪，为非
作恶、欺压百姓，严重扰乱经济和社
会生活秩序，在一定区域内造成了
恶劣影响，其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
律的严厉惩罚。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陈某、

叶某等人犯罪行为虽然已过去多
年，但正义终将会到来，他们终将会
因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沉重的代
价。一些意图谋取不法之财的人，只
有悬崖勒马，方能免受法律制裁。

我县抓获涉嫌养殖领域
敲诈勒索犯罪团伙

近日袁浙江波威重工
厂区内一座长 228米尧宽
62米尧 高 20米的巨型厂
房已基本成型遥 烈日下袁
工人们正在拼装厂房钢
构件遥

公司今年 6 月实施
二期项目袁其中袁这座相
当于 2 个标准足球场面
积的野巨无霸冶厂房袁将成
为省内最大的钢构件生
产车间袁可生产国内所有
类型的桥梁整体钢构体袁
包括双向八车道的桥梁
构件遥

该厂房将于 10月建
成袁 届时装配焊接机器
人尧自动化组装线尧预处
理线等智能化设备袁提高
生产效率遥预计今年公司
总产值达 4亿元遥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徐玲亚）

“巨无霸”钢结构厂房成型

记者 郑丹凤

本报讯 昨日上午，我县召开
平安建设工作推进会，通报 1-7
月份平安象山建设工作情况，对
2019 年度我县平安考核细则和平
安建设巡查暗访工作办法进行解
读，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任务。县
领导孙小雄、奚海峰、陈善方、范
建富出席。

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
孙小雄对今年以来的平安建设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平安
建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前平
安建设形势复杂，任务艰巨繁重，
要提高站位，看清形势，瞄准问
题，强化落实，牢牢把握平安建设
主动权，不断织密“大平安”工作
体系，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建设平
安象山。

孙小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
实对标年度考核任务，以“保平
安、迎大庆”专项行动为抓手，
以平安象山考评办法为牵引，倒
排时间、挂图作战，全面落实平
安建设各项重点工作。要抓实抓

牢排摸、化解、管控三个关键环
节，将各类风险防范在先、发现在
早、处置在小，确保矛盾纠纷、信
访诉求早知道、全掌握、快化解。
要担当履责，聚焦当前“急、难、
险、重”问题，落实重点攻坚，逐
个整治到位。要突出预警预防、动
态关注、对上沟通，算好绩效账、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拧紧
“发条”铆足干劲，确保各项指标
“保六争四”。

孙小雄要求，平安象山建设体
现的是大平安、大社会和大治理的
有机统一。各地各部门要积极完善
体制机制，扣紧责任链，织密工作
网，打造共同体，牢固树立全县一
盘棋、平安大合唱的思想，坚持全
面创建、整体推进，协调联动抓好
落实，凝聚形成平安象山建设合
力，以最大的担当落实好各项工
作，推动平安象山建设取得扎实成
效，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庆。

会上，县公安局、应急管理
局、住建局和丹东街道、丹西街道
作了表态发言。

全县平安建设工作
推进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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