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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中心

2019-03-07

福田作协助学团走进延安

本版采写： 福田通记者 张馨怡

2 月 25 日，既是延安川口中学开学的第一天，

也是福田作协“爱行千里”助学团走进校园，进行

“爱行千里”助学捐赠活动的日子。

深圳市文联原副主席顾焕金、深圳福田区作家

协会主席秦锦屏、深圳福田区莲花山文学院副院长

王振文、榆林青年企业家王垚、延安日报编辑部主

任宋伟先生及川口中学全体师生等 200 多人一同参

与了本次活动。

据了解，自 2016 年川口中学成为福田作协创作

基地以来，福田区作协已带领“爱行千里”助学团

成员多次来到川口中学进行捐资助学、送课等活动。

此次深圳福田作协、福田区莲花山文学院和企业家

叶启腾联手给川口中学贫困生捐助两万元，使得贫

困的学子能够完成学业。已进行第二次捐助的沈燕

也为川口中学捐赠两台古筝，希望能为爱音乐的孩

子提供帮助，鼓励爱好音乐的学生追求他们的音乐

梦，做勇敢的追梦人。顾焕金、秦锦屏、王振文还

给川口中学的师生赠送了自己书作，鼓励全体师生

多读书、爱读书、好读书、读好书。

为了向“爱行千里”助学团成员表示敬意和感

谢，学校授予了他们川口中学“爱心大使”荣誉称

号，并赠送了证书。

捐赠仪式结束后，川口中学举行了爱心互动大

讲堂活动，嘉宾们除了给学生赠送新学期的寄语，

还就有关学习、创业、主持、音乐、成长、作文等

回答了学生提出的提问。他们从各自的领域、专业

的视角、独到的见解逐一进行解答，解答领域广泛、

视角独特。

2019-03-14

2019 绘本剧嘉年华来啦！有趣的绘本

演起来

福田通记者 张馨怡

各位爱绘本的读者们看过来！2019“绘本剧嘉

年华(深圳·福田)”活动启动了。图书馆员、阅读推

广人、幼儿园或中小学教师、戏剧工作者及爱好者

等都可以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系统进行报名。

2019“绘本剧嘉年华(深圳·福田)”活动将由中

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福田区委宣传部(区
文体局)、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于 20 19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在福田区共同举办。活动旨在给

广大儿童及亲子家庭提供多元化阅读体验的平台，

给致力于推广少儿阅读和儿童绘本剧的图书馆员搭

建交流舞台。

据了解，活动将设绘本剧展演、国内外优秀儿

童剧目演出、论坛、讲座和工作坊等主题活动，并

将邀请戏剧教育界、少儿阅读推广界、图书馆界、

图画书创作领域等专家就戏剧表现形式与儿童阅读

发展的关系、绘本剧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绘本剧未

来发展方向及推广方法等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活动报名方式

1、展演剧组报名

参与对象：各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小

学、幼儿园、绘本馆及家庭等组织的绘本剧组。

报名方式：登录录福田区图书馆网站，从网站

“活动资讯”板块点击进入“绘本工厂”栏目，找

到本次活动报名表名称，下载报名表按要求填写报

名信息。各参演单位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前将报名

表 及 参 演 作 品 资 料 同 时 发 送 至 指 定 邮 箱

szfthbjds@126.com。

2、个人参与报名



参与对象：图书馆员、阅读推广人、幼儿园或

中小学教师、戏剧工作者及爱好者等，通过中国图

书馆学会网站系统进行报名。

报名方式：会议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请登录中

国图书馆学会网站，从网站右上角“中国图书馆学

会会员管理与服务平台”入口注册(如已有账户，则

不必注册)，以“个人用户”注册成功并登录后，在

“我的首页”会议板块找到本次会议名称，点击“参

加”提交报名申请，并下载填写住宿回执发送到指

定邮箱。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29 日。

作为绘本剧嘉年华的重头戏———绘本剧展演

可以说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大舞台！为促进全国地区

之间少儿阅读推广的交流，同时进一步推动绘本剧

发展，让更多人关注绘本剧这一体验式阅读方式，

“2019 绘本剧展演(深圳·福田)”活动面向全国范

围内的公共图书馆、绘本馆民间阅读组织、小学和

幼儿园发起优秀作品征集。

活动将组织相关专家对征集的绘本剧作品进行

遴选，进入复选的绘本剧作品将于 2019 年 5 月 12
日上午在深圳市文化馆剧场举行的“2019 绘本剧展

演(深圳·福田)”活动中进行集中展示！

展演作品要求

1.选材要求：展演剧目以正式出版发行的中英

绘本为创作蓝本，内容要求健康向上，能引导少年

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剧本可根据剧情适当改编，鼓

励融入新颖的戏剧元素，但改编不得偏离原作品主

题思想和改变原作品的主要角色设置。

2 .同等条件下鼓励原创：剧组原创剧目，必须

在提交作品时向组委会提供以图文结合的原创绘本

作品和剧本。

3 .表演要求：绘本剧剧情完整，主题突出，需

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具备台词、音乐、服

装、道具等舞台元素。时间必须控制在 8-10 分钟以

内，超时作品视为无效。

4 .剧组要求：全体剧组演员不超过 20 个，演员

年龄为 4- 15 岁。老师、家长等可指导，但不可直接

参与创作、表演。

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老师 0755-83055104 电子邮箱：

szfthbjds@126 .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深
圳市福田区景田路 70 号福田区图书馆绘本工厂)

邮编：518000

2019-03-14

听音乐还有花收！福田“三八”专场午

间音乐会唱响华强北

张馨怡

“午间音乐会”已在福田区各楼宇中演出 130
余场，连续惠民 4 年，广受 CBD 商务楼宇入驻企业

及其员工的欢迎。

《姑娘之歌》《母亲》《some where in time》
《梨花又开放》……伴随着中外名曲的奏响，妇女

节专场午间音乐会于 3 月 7 日在中航中心大厦拉开

序幕，福田区爱乐交响乐团及青音合唱团的精彩演

出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欣赏。

2019 年是“三八”国际妇女节 109 周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深圳建市 40 周年，为营

造良好的节日氛围，共享一个有意义的特别节日，

由福田区妇女联合会、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

华强北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

中心工委会、妇委会和中航中心承办的“花开福田

———2019 年福田区‘三八’专场午间音乐会”在

妇女节前夕亮相。

记者在现场看到，适逢休息期间，不少吃完午

饭的上班族都被音乐吸引，静静坐下聆听。在中航

中心上班的李小姐表示，在公司就可以听到现场音

乐会，这种感觉太棒了！福田居民陈小姐则是福田

午间音乐会的“铁粉”了，多次参加午间音乐会，

这次午休期间就能听到，让她感觉很有意义，“选

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曲目，大家都能跟着哼唱，

希望可以经常享受到这么美妙的音乐吧。”值得一

提的是，中航中心现场的工作人员还为前来听音乐

会的女性送上玫瑰花。手持玫瑰，聆听轻音乐，一

时间成为该大厦一道别样的风景。

作为福田区民生实事之一的“午间音乐会”创

办于 2015 年，由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主

办，福田文化馆·钢琴主题馆承办，是一项为白领

人群量身定制、打造中央活力区的特色公益文化服

务，用近在身边的美妙音乐让在 CBD 工作的众多白

领于忙碌的工作中利用时间的“夹缝”享受一段舒

缓压力、愉悦心灵的美好时光，“午间音乐会”已

在福田区各楼宇中演出 130 余场，连续惠民 4 年，

广受 CBD 商务楼宇入驻企业及其员工的欢迎，成为



代表福田 CBD 商务中心高品质文化形象的代言品

牌。

2019-03-21

青年网络电台、DJ 体验室免费体验

D J体验室。

青年网络电台。

场景随意更换，个性化设置任你操作，支持直

播、录播……要想制作个性化的视频，不用各个网

红点四处奔走，福田这个新晋“网红”打卡点，你

需要知道！在福田区数字文化馆，青年网络电台帮

你一站式搞定。

轻松制作个性化的网络节目

2015 年，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获批为

全国首批 10 家数字文化馆试点单位之一。自 2017
年 7 月起，福田区数字文化馆开始上线试运营，大

家通过手机、电脑等移动端，享受到便捷的公共文

化服务。例如：想看演出，在手机上订票，就可以

在约定时间前往剧场观赏；没有订上票也没关系，

打开手机和电脑可以欣赏现场直播……

但福田区数字文化馆除了线上功能，它有木有

线下体验设备呢？这就要了解一下数字文化馆的五

大线下体验设备：青年网络电台、DJ 体验室、影像

设备项目、教育设备项目、库克系列项目。青年网

络电台功能很强大，应用背景虚拟技术及绿屏抠像

设备，可以任意改变实时场景，让你轻松制作个性

化的网络节目，还可同步在线直播或录播。

支持多种场景的虚拟发布，比如说：新闻发布、

专家访谈、微课模式等应用场景模式，可以满足你

在多种场景下的虚拟发布需求。可以与视频直播平

台无缝对接，快速实现网络发布的需求，如直播培

训、专家访谈直播、新闻发布等。

访问福田文体中心官网，点击菜单“更多”>
“文化资源”>“福田特色”>“4F 青年网络电台”

即可在线观看。目前节目有《DJ 大咖秀》《嘻哈电

视》《时尚达人》和《运动达人》；

●《D J 大咖秀》：以梦工场 DJ 体验室为大本

营，邀请本土和国际 D J艺术家前来录制节目。

●《嘻哈电视》：邀请涂鸦、D J、街舞和说唱

等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家过来做专访。

●《时尚达人》：梦工场本土几位高颜值主播，

根据时下流行的活动录制节目。

●《运动达人》：邀请专业健身教练或者职业

运动员，分享锻炼身体的科学方法和有趣的体验运

动。

体验一把当 D J的感受

除了青年网络电台，在福田区数字文化馆，你

还能体验一把当 D J 的感受！福田区数字文化馆的

DJ体验室，如果你没来玩过，一定得来看看。想体

验？首先你得知道它是什么！据了解，DJ体验室是

福田区数字文化馆的线下体验场所之一，配备专业

的 D J设备以及梦工场文化志愿者拿出来共享的、具

有收藏价值的黑胶唱片。是一个面向市民大众，兼

备 DJ 文化推广、体验、交流、公益培训和专业比赛

等多功能的体验和练习场所。

它有哪些特色功能呢？每一套 D J 唱机就像一

个独立的万能发声机，D J 设备除了可以播放黑胶唱

片的音乐以外，还可以通过专业的搓碟技术演奏出



人声、鼓声、低音和独奏等各种音色，四套 D J 设备

同时演奏，就可以组成一支乐队。

此外，D J 体验室由专业的志愿者 DJ 导师进行

指导，每周可服务 6 天，每月服务 600 人次，每次

有 30 分钟的免费推广体验，服务对象既有对音乐具

有浓厚兴趣的儿童、青少年、白领，也有长者。同

时，每年还会举办 S MC、B S C、FREEST YLE-M IXIN G
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相配套的 D J比赛，让它成为有文

化沉淀的品牌项目。

恨不得现在就立刻预约？别着急！手机下载抖

音 app，搜索关注“深圳福田梦工场·青年网络电

台”，按照格式“DJ 体验+姓名+联系方式+预约时间”

填写信息，私信预约即可。可预约时间：每周一至

周六 9：00-12：00、14：00-21：00。
现场有专业的老师指导，还有专业的 DJ 设备，

更有免费体验的机会。如果你心动了，不要压抑你

的热情，赶紧预约去体验吧。

2019-03-28

打造文创新风潮“华强北科技时尚文化

街区活动”启动

张馨怡

芭蕾舞演员为大家演绎了一曲优美的《美在华

强北》，以独特的视角、艺术的表现形式展现华强

北之美。

南园街道地处老旧城区，流动人口和商家门店

较多，尤其是巴登片区，人流量和垃圾产生量等问

题对城市管理产生的压力很大。然而这个人流量密

集的老旧城中村，日前已经插上了大数据的翅膀打

造智慧街区。3 月 19 日下午，“E 南园”智慧监管

系统在巴登社区正式上线。该系统以微信小程序为

载体，整合街道执法队、社区工作站、股份公司、

辖区商户、市民等多方力量，对辖区市容环境等进

行精准管理。

素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深圳华强北，

凭借市场敏锐度高、销售渠道宽、资讯更新速度快、

产业链条成熟等优势，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企业驻足、

扎根。3 月 26 日，“华强北科技时尚文化街区活动”

启动仪式在华强北极具艺术氛围的辉盛阁“园林式”

中庭举行，众多文创项目演绎分享，同时透露了今

年华强北即将登场的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工委、深圳市福田

区华强北街道办事处、华强北商圈委员会共同主办。

近年来，华强北以其创新、时尚、开放、包容的姿

态，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粤港澳大湾区快速发展的

新起点上，再次站到了时代的浪头。2018 年华强北

全面建设国际科技时尚文化街区，构建新文化地标

性街区。2019 年站在新的起点，华强北将科技时尚、

文化引领为发展方向，推动华强北提升改造为代表

深圳文化形象的“十大特色文化街区”，在科技创

新、塑造品牌文化等方面再次走在全国前列。

活动现场，以一段关于华强北文化活动的视频

作为开场，回顾了 2018 年华强北在文化事业上的进

步成果，展望了 2019 年的发展。随后，华强北街道

党工委书记陈晓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深

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分

别上台致辞。

华强北科技时尚文化街区活动启动仪式后，优

美的芭蕾舞演员为大家演绎了一曲《美在华强北》，

以独特的视角、艺术的表现形式展现华强北之美，

也借此引出大家期待已久的 2019 华强北科技时尚

文化街区的活动项目。

深圳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协会名誉会长单协

和上台阐述《印象～美在华强北》项目。该项目将

对华强北展开多场景的描述和展示，通过华强北地

貌地域特征、人文文化、科技文化，结合多种艺术

门类来讲述华强北的故事。

深圳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福田区美术家协会

主席张闯则描述了《深圳画家画华强北》项目，2019
年华强北将邀请深圳本土著名画家对华强北商圈的

人文风景进行写生、创作，描绘华强北商圈的人文

景色并举办展览。

最后，深圳市经典大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

人、澳中创意文化行业协会创始人、影像艺术家赖

渭上台分享了关于“舞动华强北”的国际影像调查

报告创意概述并分享了摄影视频，以文化“聚”人

气，以摄影艺术为美，推动华强北商圈建设成为最

具特色的“文化展示地”，助力深圳市“建设文化

自主创新中心、区域文化中心和国际创新创业文化

名城。

据了解，除在此次启动仪式上发表的项目外，

2019 年的华强北还带来许多值得期待的文化项目，



其中包括“数字艺术节”“第三届华强北文化消费

节”“钢琴艺术节”“黑匣子剧场”“一带一路市

集”“第二届华强北科技艺术节”“我们的节日”

系列活动等，各类科技时尚文化项目将持续引进。

2019-03-28

乐团练习、作品采集……福田数字文化

馆新设备等你打卡

张馨怡

还记得上周介绍的福田新晋“网红”打卡点—

——福田区数字文化馆吗？制作个性化的网络节

目、体验 D J 的感觉，在这里都能帮你实现。这周就

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智能舞蹈投影了！跳舞可以帮你

看到实时排练效果，及时纠正错误动作，而这个都

得益于数字文化馆的新成员———教育设备项目。

日前，福田区数字文化馆的又一线下体验设备

———教育设备项目来和大家见面啦！它包括 D M S
动声系统、智能舞蹈投影以及书画数据采集系统，

目前安装在音乐主题馆和书画主题馆的教室。它们

的功能有多强大？

在福田文化馆·音乐主题馆 2 楼 202 室，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 D M S 动声系统。

特色功能：

①可以辅助乐团练习，在 D M S 交响乐的背景

下进行单个乐器演奏的练习；

②可以模拟合唱团练习，在 D M S 音乐背景下

进行某个声部的和声练习；

③可以作为音乐人的制作辅助平台，D M S 的多

轨播放模式可以很好地还原音乐效果，每个轨道独

立播放，互不干扰；

④可以作为音乐欣赏的功能使用，其独特的无

失真播放范围对音乐的动态范围、声音的节奏与厚

度能够原生态地还原出来。

而前文提及的智能舞蹈投影系统则位于福田文

化馆·音乐主题馆 303 室。如果想要使用，需要进

入福田文体中心公众号，点击“文体大厅”>“订场”>
“音乐主题馆”>“303 排练厅”预约(限团体用户)。

学员手机或 iP ad 下载的学习视频，可通过智能同屏

功能让它在大屏幕上播放，方便多人观看及现场教

学，让舞者可以看到排练效果，更直观地纠正错误

动作。

此外，在福田文化馆·书画主题馆 103 室还设

有书画数据采集系统。通过摄像头扫描书画馆优秀

作品存档，形成数字化导览。所有作品可以通过程

序实时上传到服务器，当服务器接收到图片，程序

会按预设规则生成一个在线浏览网址，用户扫二维

码，即可把作品保存到手机。

介绍了以上内容后，福田区数字文化馆的最后

一个线下体验设备———库克系列也该亮相了！该

系列包括库克数字留声机和库克云 C D 机，就位于

福田文化馆·音乐主题馆一楼，免预约，可直接体

验。

据了解，库克数字留声机是专门针对公共区域

设计的公共欣赏类产品，操作上，采用触摸屏控制，

简便易懂。内容包括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世

界的、民族的等多种风格音乐作品，也有单一的声

乐、器乐等作品和民族、交响等综合艺术作品。市

民朋友可自主选择唱片欣赏，在黑胶唱盘的主题设

计中体验留声机那份独有的浓郁古典气息。

库克云 CD 机则是一台 CD 一体机，每张唱片都

对应一个唯一的二维码，只需扫描二维码，就可以

将当前这张唱片收藏进库客音乐手机客户端，不再

受时间地点限制，随时收听自己的最爱的音乐。

2019-03-29

第十届深圳打击乐文化节在福田启动

记者 黄思凌 李慧玲 江争志

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福田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联合

主办，深圳市明辉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牵

手粤港澳·鼓动全世界”2019 年第十届深圳打击乐

文化节于 3 月底正式启动。此次打击乐文化节秉承

“推广打击乐文化，普及打击乐知识”，积极推动

打击乐文化交流融合，加快建设文化交流，积极创

造港澳打击乐人才与广东打击乐人才交流发展平

台。



詹明辉在发布会现场介绍打击乐文化节相关情况

深圳打击乐文化节是由深圳打击乐协会会长、

深圳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打击乐教师——詹明辉于

2010年 5月创办的全国首个以打击乐为主题的现代

音乐公益品牌文化活动。

詹明辉介绍，本届打击乐文化节将以传承经典

为主旨进行全新布局，重磅推出新项目“粤港澳节

奏巡回互动”和首届“新时代”中国鼓手颁奖典礼

（首届颁奖典礼的奖项设有：终身成就奖、最具影

响力奖、打击乐特别贡献奖、中国爵士鼓教育杰出

贡献奖、优秀中国民族鼓乐团、年度全能打击乐演

奏家奖、年度优秀 JAZZ 键盘打击乐演奏家、年度优

秀鼓手奖、年度优秀作品奖）。

来自中央、省、市 20 多家主流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采访

深圳打击乐文化节相关内容

詹明辉的学生，来自深圳大学音乐学院的同学们表演了小军

鼓

詹明辉在发布会现场表示，举办“新时代”中

国鼓手颁奖典礼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广中国传统打击

乐文化和普及西洋打击乐文化，吸引更多的打击乐

爱好者，鼓动更多打击乐从业者更加努力专注打击

乐事业的发展，为发现与培养更多的打击乐人才而

努力；同时鼓励更多打击乐艺术家创造更多更好的

打击乐作品；此外也是旨在搭建中外打击乐交流平

台，为中国打击乐文化发展做贡献，希望通过国内

外众多打击乐音乐家、演奏家、教育家来影响新一

代的孩子们，让中国打击乐文化有着健康的可持续

发展，将来涌现出更多的打击乐人才，让世界瞩目。

此外，今年的打击乐专场演出强势升级，将开

展连续五天不同主题的大型打击乐表演，其中“台

湾鼓王”黄瑞丰先生将在现场演绎复原 1983 年苏芮

《搭错车》专辑中＂一样的月光＂的原版现场。此

外还有来自世界最具影响的五位爵士鼓大师和多位

顶级音乐家为大家献上精彩纷呈的打击乐音乐表

演，这又将成为引领全国打击乐文化发展的新风向。

据了解，深圳打击乐文化节 2012－2016 年连续

五年被纳入文博会重要专项活动，并于 2014、2015、
2016 连续三年获得深圳市福田区“最受欢迎十大文

化活动奖”，以及在 2018 年福田建区以来首次评选

“十大文化品牌”活动中成功入选。自创办以来，

深圳专注打击乐培训机构飞速发展，并带来了上万

个相关就业岗位，极大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打击乐产

业链发展，为打击乐人才流动提供保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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