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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良华 通讯员潘
晴）近日，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公布了
第二批宜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镇
（村），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张渚、
太华两镇，丁蜀镇西望村、宜兴阳羡生
态旅游度假区（张渚镇祝陵村）、太华
镇乾元村、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
（西渚镇横山村）和徐舍镇芳庄村5个
村名列其中。

非遗特色镇是指非遗资源丰富，
以特色非遗资源为基础，突出振兴传
统工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传承和弘
扬独具特色的区域传统文化，影响和
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非遗所依赖
的自然、历史和人文生态环境良好，当
地群众的文化认同和参与度高的镇。
非遗特色村是指非遗资源丰富、传承
有序，地方特色显著，非遗所依赖的自
然、历史和人文生态环境良好，当地群
众的文化认同和参与度高的行政村。

开展非遗特色镇（村）认定工作，
旨在提高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
保护水平，促进传统工艺振兴，加强

“美丽乡村”文化建设，助力文化和旅
游高水平融合、高质量发展。

张渚镇围绕打响梁祝文化品牌，针
对辖区内非遗项目和文保单位数量多、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等实际
情况，依托境内AAAA级景区善卷洞
风景区的资源优势，将打响梁祝文化品
牌与旅游结合起来，通过政府搭台，做
足节庆旅游活动文章，已连续多年举办
观蝶节、梁祝文化爱情节、中国·宜兴梁
祝文化艺术节，吸引来自国内多地游客
参与其中，每年要历时一个多月。同
时，张渚镇已先后出版《梁祝文化》《男
欢女喜》《观蝶节》等书籍，每年都要举
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培训班，
更好地创新发展非遗项目，进一步打响了
梁祝特色文化品牌，提升了国家级阳羡生
态旅游度假区的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太华镇将文化遗产保护与红色旅
游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红色文化资
源的挖掘保护和整理开发，推进胥锦
村我市首个入选“全国红色美丽村庄”
建设试点工作，致力将太华打造成宜
兴乃至周边地区的红色文化新亮点、
新特色、新“名片”。一方面，太华镇利
用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组织的研讨讲
座、展演展示等活动，进一步传承保护
传统技艺（宜兴阳羡茶制作技艺、折扇
制作技艺）、传统音乐（十番锣鼓）、传
统医药（贾氏接骨疗法），并融入现代

制作和表演展示技艺，使这些非遗项
目不断创新发展，焕发出强劲的生命
力，受惠于广大群众。同时，根据这些
非遗项目的特点，开辟了非遗传习所，
并将这些非遗场所串点连线，发展非
遗研学旅游，吸引游客参与。另一方
面，针对新四军一纵纪念地、汤松林王
瑛烈士墓等革命文物保护（控制）单位
数量较多的实际情况，将文化遗产保
护与红色旅游相结合，进一步打响了
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丁蜀镇西望村非遗资源丰富，紫砂
陶艺人才集中，有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一批非遗示范基地和非遗名师工作
室。该村依托市丁蜀镇西望紫砂陶瓷
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实施紫砂陶
艺传承创新工程，每年举办紫砂陶艺
培训50次以上、受训2000多人次。其
中，通过实施“青蓝结对工程”，已促成
380多对师徒结对，为50多位残疾贫
困青年家庭提供就业岗位。同时，西
望村依托总投资约10亿元的恒天紫金
城的综合性文化街区作用，发挥其在
紫砂陶艺创作、展示、交流、体验和交
易上的功能，更好地传承创新了宜兴
紫砂陶制作技艺，打响了“陶式生活”
旅游品牌，促进了传统工艺振兴，实现
了强村富民。

西渚镇横山村依托当地得天独厚
的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发挥云湖景区
的服务带动作用，发展集宜兴阳羡茶
制作技艺培训、制作体验、产品展示、
文化交流为一体的宜兴阳羡茶文化旅
游产业，同时依托云湖景区资源，打响
了“茶禅四月到宜兴”旅游品牌，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招引了一批优质
文旅项目入驻西渚，带动了特色民宿
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振兴。

徐舍镇每年在芳庄村举办“咩咩
芳庄”羊肉季系列活动，并积极参加市
有关部门和板块组织的文旅推介会、
美食节等活动，扩大了无锡市非遗项
目——江南羊肉烹饪技艺（宜兴芳庄
羊肉烹饪技艺）的知名度。同时，挖掘
整合村域内省文物保护单位“福田
桥”、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水码头”和
芳庄老街、宗祠牌坊、百步三顶桥、永
禁宰牛碑记等历史文化遗存，借力徐
舍镇果蔬观光采摘、玫瑰等产业，发展
集山羊屠宰加工、餐饮、旅游为一体的
特色产业，扩大了“徐舍芳庄”美食品
牌的知名度，做强做优了羊肉产业，增
加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

□□振兴足球振兴足球□□

本报讯（记者韩良华 通讯员
俞乃康）昨天，记者从市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获悉，由中国田汉研
究会、宜兴市政府联合主办的
2022中国·宜兴梁祝文化艺术节
将于6月24日至29日在我市举
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据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举办中国·宜兴
梁祝文化艺术节，旨在进一步擦
亮“陶都宜兴·梁祝故里”这张文
化名片，让国家级戏剧盛会乃至
国际性赛事和活动品牌落户宜
兴，为打造区域性国际化中心城

市助力添彩。通过举办艺术节，
推进戏曲文艺精品创作，加强群
众文艺作品供给，努力把最新、
最美的剧目展现在基层群众面
前，推动地方文化和戏曲的传
承、发展，促进文旅融合，助推我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届文化艺术节，是我市在
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梁祝戏剧
节”的基础上举办的。为吸引国
内更多地域更多优秀剧种节目
参赛，扩大本届艺术节的影响力
和覆盖面，主办方将原来的“梁
祝戏剧节”更名为“中国·宜兴梁

祝文化艺术节”。
本届文化艺术节以“中国戏

曲红梅荟萃”赛事为主体活动，
得到了国内许多剧团、文艺团体
以及个人的积极响应，艺术节组
委会共收到来自19个省市自治
区的617件报名节目，涵盖剧种
38个。通过专家严格遴选，共有
14个省市自治区的118件节目
入选本届艺术节，入选演员127
名，有越剧、绍剧、京剧、淮剧、淮
海戏、柳琴戏、扬剧、昆曲、锡剧、
淮北梆子、二夹弦、庐剧、评剧等
22个剧种。我市将有8名青年

演员表演的8个宜兴锡剧节目，
以及2个少儿宜兴锡剧节目参
加比赛。

其间，将举办比赛和演出共
6场，并将邀请中国田汉研究会会
长周光任评委会主任，柯军、竺小
招等戏曲界领军人物任评委。

据悉，作为活动举办方之一
的中国田汉研究会，是由致力于
研究田汉和弘扬田汉爱国主义
精神的学者、专家以及从事文
化、艺术和教育学术研究的相关
单位组成的全国性社会组织。
其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文联。
中国田汉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始
终秉承田汉先生戏剧民族化、民
众化的宗旨，不断在国内推出各
种规模、贴近群众的戏剧活动。
其中，“中国·宜兴梁祝戏剧节”

“中国·深圳市青年戏剧节”等活
动，已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成
为品牌性的文旅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艺术节
期间，将举行中国田汉研究会（宜
兴）艺术创作基地成立揭牌仪
式。今后该基地将进入实体化
运作，把更多的专家资源、创作
资源、赛事活动资源引入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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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下午，2022“无锡
杯”足球联赛宜兴赛区首场比赛
（宜兴VS锡山）在我市体育中心足
球场鸣哨开赛，在第一轮第三场比
赛中，坐拥主场优势的宜兴队喜获
联赛开门红，以4：1的比分战胜锡
山队。这也是我市成立的首支男
子足球成年市队亮相“无锡杯”绿
茵赛场，标志着我市群众性足球运
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足球运动是世界第一大运动，
世界杯、美洲杯、欧冠联赛等大型
足球赛事影响深远。发展足球运
动是我市建设区域性国际化中心
城市、争创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
市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足球事业发展，在市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市教育局和市足
球协会的大力推动下，在全市热爱
足球的各界人士努力下，合力打出
了一套推动足球振兴的“组合拳”，
在人才培养、赛事组织、场地保障
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推动了宜兴足球事业的长足发展。

娃娃足球风生水起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近年来，
我市积极推进校园足球发展，建立
并完善了校园足球联赛体系，先后
有34 所学校被命名为国家级足球
特色学校。市东氿幼儿园本着“以
读带球，以球促读”的理念，开发了

“阅球悦动，足下精彩”系列足球课
程，带领孩子们阅读与足球相关的
书籍，了解足球人物故事、赛事等，
从而激发孩子们对于足球的兴
趣。在此基础上，学校还专门开辟
了足球训练区域，将足球元素融入
幼儿在校期间的游戏、学习、生活
等，浸润教学空间。

一批有情怀、有追求的企业
家积极参与，为我市发展青少年
足球运动事业注入了强劲动能，
助力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踏上了
专业化标准化路子，促进我市足
球青训体系不断完善，涌现出竺
西久滕、多特祥龙、陶都优品等青
训品牌。2018年12月，怀揣发展
足球事业梦想的企业家周军锋，
将他先前已成立的周铁久滕足球
俱乐部，与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
（简称西甲）俱乐部合作，成立了
西甲俱乐部宜兴基地。他先后投
资1000 多万元，建设了两片专业
足球场，聘请了西甲职业级外教
来宜任教，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少
年足球运动员，并促成了江苏省青
少年足球队2009 年组省队县办、
2010年组无锡市青少年足球队市
队县办两个足球合作项目。该基
地目前在训的2010年组无锡市青
少年足球队有28名球员，在多名
专职教练指导下，他们的专业技能
显著提升，其中7人先后入选江苏
省省队。截至目前，俱乐部已经获
得2020 安徽省U11 全国青少年
足球邀请赛冠军、2021 年宜兴市
小学生足球比赛冠军、2021 年江
苏省青少年竞标赛 U12 组第二
名、第三届“陶都·体彩杯”全国青
少年足球邀请赛季军等佳绩。在
省体育局、无锡市体育局和宜兴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去年9月底，
2009年组省男子青少年足球队落
户西甲俱乐部宜兴基地，首批24
名球员来宜训练，他们将在宜兴参
加长达四年的专业训练。“省男子
青少年足球队落户宜兴，将代表江
苏参加全国性的足球比赛，在赛场
上亮出宜兴品牌，这对扩大宜兴对

外知名度和影响力、建设区域性国
际化中心城市产生积极的影响和
作用，西甲俱乐部宜兴基地将成为
宜兴的一张‘新名片’。”市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西甲
俱乐部宜兴基地负责人周军锋则
表示，基地将积极探索我市足球市
场的发展新路，通过培养职业俱乐
部足球人才来发展足球产业，在未
来四年内，基地的学员总人数将增
至100人。同时，充分发挥我市得
天独厚的生态人文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体育+”消费新业态，邀请国
内外足球团队来宜兴进行比赛，促
进足球产业与宜兴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培育我市新的城市特色、经
济增长点。同时，西甲俱乐部宜兴
基地还发挥辐射带动效应，“牵手”
基层学校，输送专职教练赴学校开
展足球训练。其中，专职教练王
基珑执教市万石小学已有3 年，
每天都会对该校足球队的80 多
名足球小将开展系统训练。同
时，王基珑还协助学校打造足球
社团组织、开发足球校本课程
等。在专业力量的“助攻”下，该
校先后多次获得无锡市、宜兴市
各类校园足球联赛前三名。

赛事体系健全完备

我市目前已构建起相对完备
的赛事体系，促进了群众性足球运
动的开展和足球人才培养。青少
年足球赛事不断创新，我市建立了
小学生春秋联赛体系，开展甲乙组
比赛。2021年，我市先后有44支
队伍参加了宜兴市级比赛，其中女
子足球队达18支，本土比赛的锤
炼促进了我市青少年足球水平的
提升，去年无锡市青少年甲组足球

比赛前四名队伍中我市占一半，取
得了第二、四名的优异成绩。

我市先后举办了三届“陶都·
体彩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足球的
影响力和城市美誉度。尤其是去
年，来自恒大足校虎队、上海申
花、中国足球小将等8 支高水平
代表队共120 多人同场竞技，经
过五轮紧张激烈的比赛，中国足
球小将、恒大足校虎队、宜兴西甲
分获冠亚季军，彰显了我市足球
青训品牌的实力，得到了上级和业
内的认可。

与此同时，我市还建立起完备
的市级足球联赛体系，包括11人
制的市足球俱乐部联赛、市“40+”
足球邀请赛、5人制足球邀请赛、
贺岁杯等群众业余比赛，构建起了
覆盖不同年龄层次、各级别的足球
赛事体系。

各类保障扎实有力

“通过建立市政府、体育部门
和社会力量三方参与的投资体
系，为足球场地建设和足球人才
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市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去年
5月，市体育中心8人制足球场正
式投用，球场全部采用天然草皮，
安装有灯光系统，可保障在夜间
也能举办足球比赛。除此之外，
全市多所学校和企业都建设了标
准足球场。西甲俱乐部宜兴基地
建起了8人制、11人制两个标准
化足球场，还依托我市优质的教
育资源，全部球员在小学阶段就
读于市实验小学，初中阶段就读
于宜兴外国语学校，学员宿舍、食
堂、教室、健身房等一应俱全，为
球员的训练、学习和生活提供了
有力保障。

培育素质全面过硬的裁判员、
教练员队伍，是提升足球运动和赛
事组织水平，培育足球人才的重要
支撑。近年来，市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市教育局、市足球协会先后主
办了全国乙级足球教练、全市足球
裁判员等培训班，收益明显。特别
是去年主办的市足球裁判员培训
班，邀请了中国足协裁判监督周群
力老师主讲，全市50多名裁判员
参加了培训，周教授从理论到实践
进行了系统讲解授课，让裁判员们
受益匪浅。教练员、裁判员素质的
全面提升，为我市足球赛事举办、
勇夺佳绩提供了有力支撑。去年，
我市足球比赛成绩再攀新高，宜兴
市政府机关足球队获得无锡市政
府机关足球比赛第三名，信一男子
足球俱乐部代表队获得无锡市全
运会足球比赛第四名的佳绩。

（记者 韩良华 通讯员 尹家农）

陶都足球魅力绽放

第二批宜兴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特色镇（村）发布

这6场比赛的时间和地点分
别为：第一场在宜兴保利大剧院
音乐厅（24 日 13：30）；第二场、
第三场在善卷洞风景区（25 日
13：30，26 日 13：30）；第四、第五
场在西渚镇白塔村（27日13：30，
28日13：30）；第六场在宜兴人民
剧院（29 日 13：30），第六场为本
届艺术节获奖节目的惠民展演。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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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剧锡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选段——草桥结拜演出剧照草桥结拜演出剧照（（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少儿戏曲联唱少儿戏曲联唱《《爆竹声声爆竹声声》《》《摘石榴摘石榴》（》（记者记者 良良 言言 摄摄））

足球小将勇夺冠足球小将勇夺冠（（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宜兴青瓷制作技艺展示宜兴青瓷制作技艺展示（（记者记者 含含 言言 摄摄））

戏曲进校园戏曲进校园（（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赛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