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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见证春天：东莞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人》首发

向东莞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者致敬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日前， 东莞市文联礼堂热闹非凡，

来自东莞各行各业的精英300多人齐聚

一堂，报告文学《见证春天：东莞改革开

放四十年四十人》

（下称《见证春天》）

首

发仪式暨作品分享会在此举行，向东莞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劳动者致敬。 本次活

动由市文联指导， 东莞文学艺术院、市

作家协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图书：为东莞改革开放群英画像

《见证春天》 是东莞市文联改革开

放40年系列文学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创

作宗旨为：为改革开放40年东莞涌现的

风云人物画像， 亦为一代人树立丰碑，

让后继者从中吸取前进的力量。 项目从

2017年底立项，由10个作者历时一年半

创作而成。

入书的40个代表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联相关领导和主创团队多次讨论选

定，他们有劳动模范、东莞好人，有公益

达人、拥军妈妈，有提案大咖、专利名

人，有非遗传人、传统工匠，有书画名

人、艺术大家，有官员作家、下海人员，

有体育明星、文化名人，有优秀港商、杰

出台商，有优秀校长、一代名医，有基层

村支书，亦有良心企业家，更有行业领

军者、带头人。 这里有土生土长的本地

人，更有来莞圆梦的外来务工者……

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陈玺

在活动上致辞表示，《见证春天》一书以

文学的形式将东莞改革开放40年中的

人与事留了下来，用文字将这段历史多

个领域留了下来，不仅是个人的历史传

记，也将成为时代的见证。

分享：带着满满感动读完作品

本书作者之一、军旅作家赵江产量

最多

（

11

篇）

、体悟最深。 “《见证春天》

是质朴而又独特的，份量很重。 ”赵江

说，首先从选题上，东莞改革开放40年

40人这一主旨的确立意非凡。 40位主人

公是东莞改革开放各行业标杆人物，具

有很强的代表性，为东莞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供

了鲜活生动的佐证。 其次，从创作上，为

获取第一手资料，作者深入一线，与主

人公面对面，务求人物刻画真实、详尽

和准确。 这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

提供了一个当代人生坐标系，引领从善

如流的文化风潮，激励人们像书中主人

公那样不屈不挠地追求人生价值，为我

们身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奉献聪明才智、

青春年华。

入书代表尹利平几天前拿到样书

后，他两天内就读完了。 她表示，书中选

取的40人，是东莞改革开放历程中最真

实的又有代表性人群的纪录写照，从不

同侧面表现了东莞精神。 加上作者们把

每个故事主人公都描绘得形象鲜活、朴

实无华，读起来有种笔下生花、酣畅淋

漓的感觉。“我真的是几度落泪，带着满

满的感动读完的。 ”尹利平说，在阅读

时， 她从书中获得了一种无形的力量，

相信其他人也同样会受到鼓舞和震撼。

慈善：2.9万夺拍主动提到6.6万

在活动的分享环节结束后，进入慈

善拍卖环节，拍卖所得将现场捐赠给受

捐对象。 现场拍卖的是周汉标的封面书

法作品和一本极其珍贵的《见证春天》，

这本书的扉页上，有40位入书的“风云

人物”亲手签名，也有10位作者的集体

签名。

拍卖从2000元起拍，起初每举牌一

次加价500元， 后跳到每举拍一次加价

1000元，经过激烈的拍卖竞争，一直拍

到29000元，由入书代表、广东兴华燃气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

绮霞夺拍。 然而更让人激动的是，周绮

霞主动将拍卖价直接提高到66000元。

周绮霞表示， 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东莞

人，是东莞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从事慈

善、公益事业也是自己一直在做的。 此

次拍卖所得将捐赠给张坤所创办的千

分一公益服务中心。 她了解、敬重张坤

的大爱之心和慈善事业，愿意尽一份自

己的努力。

桥头23台电动巡逻车

派发给各村安全办

8月28日， 东莞市桥头镇应急

管理分局举行电动巡逻车交车仪

式，将购置的23台电动巡逻车派发

给各村

（社区）

安全办，进一步维护

该镇社会治安和谐稳定，全面提升

安全生产综合治理能力，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桥头镇委副书记邓志辉在交

车仪式上介绍，此次购置的电动巡

逻车可以大幅提升桥头镇各基层

安全办应急处突、巡逻防控、快速反

应和走访入户等工作能力，进一步

提高基层执法监管水平和应急处

置能力，夯实桥头安全生产基础。随

后，邓志辉向各村

（社区）

基层安全

办代表派发了巡逻车钥匙。

交车仪式结束后，各村

（社区）

基层安全员表示，他们将以此次新

巡逻车配备为契机，切实加大巡逻

防控力度，进一步提升警务工作效

能，严厉打击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辖区社会

治安和谐稳定，为平安桥头建设做

出更大贡献。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邵

锦烺

中银基金荣获

济安金信3项大奖

第二届济安金信五星基金“群

星汇”颁奖典礼近日举行。 中银基

金斩获五星奖和指数型基金管理

奖两项公司大奖，旗下中银稳健添

利债券基金（A）荣膺二级债基金

奖。

凭借持续优异的业绩，中银基

金揽获此次评选中的重量级大

奖———五星奖。 2019 上半年，中银

基金旗下 17 只产品

（

A/C

份额分

开计）

获得济安金信五星评级。 据

悉，今年以来中银基金跻身十大金

牛基金管理公司之列， 荣膺 2018

年度十大明星基金公司，并获颁金

基金 TOP 公司大奖， 成就三大权

威奖项大满贯。

2019东莞爆米花音乐节精彩上演

日前，2019 东莞市青少年艺术季闭

幕式暨 2019 东莞市爆米花音乐节乐队

演出在中天工农 8 号文创园举行，6 支

市内外优秀摇滚乐队轮番上阵，为历时

一个月的 2019 青少年艺术季拉下了帷

幕。

据介绍， 2019 年东莞市爆米花音

乐节由市文化馆、 莞城文化服务中心

等主办， 同属“青少年艺术季” 和

“先锋集结号” 两大文化品牌的系列活

动。 爆米花音乐节是本土乐队一年一

度的音乐盛宴， 主办方聚焦本土音乐，

为本土乐队搭建交流的舞台。 在爆米

花音乐节前一周， 主办方举行了乐队

大赛， 9 支乐队进行了激烈的竞演， 最

后由 798 乐队获得冠军， BFour 乐队获

得亚军， 穷至吟、 Brother 乐队获得季

军， 爆米花音乐节期间为他们颁发了

奖项。

据悉， 东莞青少年艺术季自 2016

年启动以来， 共推出超过 300 项活动，

吸引近 10000 名少年儿童报名参加，受

益市民近 25 万余人次， 撬动社会资金

近 400 万元，成为了一个闪亮的青少年

文化活动品牌。2019 青少年艺术季由东

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东莞市

文化馆主办。 艺术季于 7 月至 8 月期间

推出 12 大主题公益文化活动， 延续了

“我爱艺术、我爱孩子”的主题，结合青

少年天真烂漫、富于梦想的特点，精心

设置了夏令营、 艺术展、 儿童剧等 100

余项益智活动， 吸引了 5000 多人次报

名参加，为东莞的青少年营造了一个充

实、有趣的暑假。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利民

世界经典舞剧《犹太城》11月亮相东莞

11 月 15 日~16 日， 世界经典大

型舞台剧《犹太城》将在东莞玉兰大

剧院上演，现已正式开始售票。 记者

获悉，《犹太城》首演于 1984 年，2006

年还被德国、 立陶宛联合拍成电影

《犹太失乐园》。《犹太城》是以色列

在世界范围内获戏剧文化类奖项最

多的戏剧作品， 所获奖项包括以色

列大卫竖琴奖年度最佳戏剧奖、英

国戏剧节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晚间

标准奖的年度最佳戏剧奖、 伦敦剧

院评论家奖、 杰斐逊年度最佳剧本

奖、每日艺术奖等等。

据介绍，《犹太城》 是享誉世界

的以色列著名戏剧大师约书亚·索

博尔根据真人真事创作， 该剧通过

二战中人们面对死亡时的选择，通

过犹太城里发生的故事，对“人，为

什么而活？ 生，何为高贵？ ”发出拷

问，以歌颂人性伟大、生命高贵与优

雅。该剧已在超过 25 个国家以 20 余

种语言上演。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罗茜

《见证春天》首发仪式现场。

《犹太城》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