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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家宝藏》第二季 10 月 9 日在故宫正式启动

甘肃省博物馆等将讲述“国宝”故事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卢伟山） 眼前；
节目会融入音乐剧、
舞剧、
民族器乐剧等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打造的重要精品
更多艺术手法，让国宝活起来的方式更丰富；
项目之一，
《国家宝藏》第一季以前所未有的
会请上不一样的27组国宝守护人，
讲述不一样
“纪录式综艺”节目模式，创造性地实现了“让
的国宝、不一样的荡气回肠、前世今生；未来，
文物活起来”，获得社会各界及海内外的热烈 《国家宝藏》还会将节目音乐集结成专辑回馈
反响。
观众，
并在每期节目为广大粉丝增加一个抒发
10 月 9 日，
《国家宝藏》第二季节目启动
心中感慨的尾声，
在线上线下为大家提供一个
仪式在故宫博物院成功举行。
《国家宝藏》第
更为广阔的互动空间。
二季继续由央视和故宫两大文化体强强联
据了解，由于与节目组签订了保密协议，
手，甘肃省博物馆与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
省博暂时无法公布具体入选的文物。省博藏
院、山东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 品丰富，馆藏珍贵历史文物、自然标本 8 万余
云南省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 8
件(组)，其中一级文物 686 件(组)(含国宝 16
家博物馆全新加入，从第一季的八大博物馆
件)、二级文物 2606 件(组)、三级文物 48164 件
（院）手中接过了讲述中国故事、让国宝活起
(组)。汇集了甘肃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的大
来的接力棒。
量文化珍宝，尤以新石器时代之冠的甘肃彩
观众届时将继续看到熟悉的舞美、
熟悉的
陶、汉代简牍文书、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
环节、
熟悉的001号讲解员张国立，
听到熟悉的
艺 术 粹 宝 、古 生 物 化 石 等 珍 贵 文 物 独 具 特
来自那英的《一眼千年》，
以及会让很多粉丝单
色。包括镇馆之宝铜奔马在内的诸多珍贵文
曲回放一整晚的背景音乐。与此同时，
“国宝
物如《仪礼》简、金棺银椁、鲵鱼纹彩陶瓶等皆
盒子”
会以更为震撼的体量和视效呈现在观众
有可能成为节目的主角。

在重阳节也是第六个“老年节”来临之际，10 月 10 日晚，由甘
肃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人寿甘肃省分公司共同主办
的“中国梦·夕阳美”中国人寿杯·2018 年甘肃省老年才艺展演晚
会在甘肃大剧院举行，全省老龄系统干部和中国人寿员工及老年
朋友、群众共 1500 余人观看演出。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李洁 摄

海军明年将在我省招飞

“甘肃银行杯”第二届中国兰州诗词大会开幕

小选手在
“飞花令”
环节一决高下。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 平丽艳 摄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
州首席记者平丽艳）为掀起全
民喜爱诗词、品读诗词、鉴赏诗
词、朗诵诗词的传统文化之风，
继去年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兰州
诗词大会后，10 月 11 日，由兰
州晨报社主办的“甘肃银行杯”
第二届中国兰州诗词大会，在
兰州华侨实验小学拉开帷幕。
此次大赛由甘肃省诗词学
会、兰州华侨实验学校共同协
办。据介绍，大赛为期四天，分
设“诗词大赛”和“朗诵大赛”，
将以甘肃省会兰州为中心，辐
射全省 14 个市州，10 月 14 日
将举行决赛和颁奖典礼。

到2020年，我省婴儿死亡率将降至7.5‰
为提高妇幼健康服务质量和水平，切实保障母婴安全，省卫计委下发《甘肃省
母婴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方案》，要求通过开展母婴安全行动，提
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到 2020 年
全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18/10 万，
全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7.5‰。
《方案》提出推进全面预约诊疗。推广
“互联网+妇幼健康”服务模式，在保障危重孕
产妇救治的前提下，推广预约住院分娩，对预
约孕产妇优先安排住院床位。力争达到三级
综合医院和三级妇幼保健院的产科预约诊疗
率≥70%，产前检查复诊预约率≥90%。
提供生育全程服务，打造无缝连接“一条

龙”服务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规范
孕产妇系统管理工作，要按照《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的要求，在规定的时
间内督促孕妇开展产前检查，对于暂时不能
提供的服务要建议孕妇到上级医疗机构接受
检查，并按时随访，及时将检查结果记录在健
康档案当中。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赵汇

孙海宁水墨丹青画展在兰举行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卢伟山）10 月 11 日，由甘肃省博物馆主办、甘肃省美术家
协会协办的“孙海宁水墨丹青画展”在省博正式开幕。这也是孙海宁在我省首次举办展览，展
出的 60 幅作品均是孙海宁的精品之作，给我省书画界的同仁及广大书画爱好者带来耳目一新
的感觉。
孙海宁受国画大师齐白石关门弟子韩不言口传心授，深造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涉猎
山水、花鸟、水彩、油画、书法，得到杨国光等名家的教诲。2001 年考入中国国家画院，在高卉
民教授的悉心指导下，画艺大进。其功夫彰显了作品
“血浓骨老、筋藏肉莹”的造诣。
据悉，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10 月 16 日。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魏娟 实习生刘今）10 月 11
日，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为满足海军飞行人才队伍建设，进
一步扩大选材范围、提髙招飞质量，2019 年，海军在我省面向普通
高中毕业生招收飞行学员。
招收对象：为 2019 年高中应、往届毕业男生，年龄 16-19 周
岁（出生日期在 1999 年 9 月 1 日至 2003 年 8 月 31 日之间），
符合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条件和海军飞行学员报名自荐条件，且预计高考
成绩达到一本线以上。
报名办法：符合自荐条件的考生登录“海军招飞网（www.hjzr.
mil.cn)”报名，由所在学校出具推荐意见，自行到当地二级甲等以
上医院体检，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将本人及父母（监护人）身份证
复印件、报名表、体检表及检测报告单，上传“海军招飞网”或邮寄
至海军招飞办审核。初检预选结果于 12 月中旬前，通过学校通
知、短信通知和网上查询 3 种方式公布。
综合考核：初检预选合格考生按规定时间到海军设立的招飞
检测站，参加政治、身体、心理品质等方面综合考核。高考结束
后，考生根据本人志愿，按通知分批次到海军招飞检测中心参加
定选复查，合格考生按高考成绩和检测结果投档录取。考生必须
将海军航空大学飞行技术（航空飞行与指挥）专业作为高考提前
批第一志愿填报，未录取考生不影响报考其他批次院校。高考成
绩优异的可推荐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
“双学籍”
联合培养。

空军招飞在全省初选开始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魏娟 实习生刘今）10 月 11
日，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根据 2019 年度空军招飞工作总体
安排，拟定于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25 日，组织开展甘肃省空军招飞
初选检测工作。今年拟定在酒泉等 11 个地市设立空军招飞初选
站，
报名学生分地区进行检测。
招收对象：面向两类学生招收选拔飞行学员：1.普通高中应
届、往届毕业生，男性，年龄不小于 17 周岁、不超过 20 周岁（1999
年 8 月 31 日至 2002 年 8 月 31 日出生）。2.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
业生，
男性，
年龄不超过 24 周岁（1995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
初选检测时间：为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25 日，当日上午 9 时开
始。招飞检测实行免费参检，时间约 2 小时，学生检前可吃早
餐。错过宣传动员的学生，如有报考意向，符合《2019 年空军招
飞简章》中“高中生招飞基本条件”，由学校对其成绩和视力把关
后，
携带招办或学校推荐信可参加初选。
初选检测地点：今年在 11 个地市设立空军招飞初选站，报
名学生分地区进行检测。10 月 12 日为酒泉市、嘉峪关市，检测
地点在青海油田第一中学；13 日为张掖市(山丹县、民乐县、临泽
县、高台县），地点在张掖市第二中学；14 日为张掖市（甘州区），
地点在张掖市第二中学；15 日为金昌市，地点在金昌金川总校一
高；16 日为武威市，地点在武威市第二中学；18 日为白银市（不
含会宁），地点在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19 日平凉市，地点在平
凉职业技术学院；20 日庆阳市，地点在庆阳六中；21 日定西市（不
含临洮县）、白银市会宁县，地点在定西中学；23 日天水市，地点
在天水市第一中学；24 日在陇南市，地点待定；25 日兰州市（含郊
县）、定西市临洮县，地点在空军招飞局兰州选拔中心，城关区东
岗东路 913 号(七四三七斜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