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鑫广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桂林东风本田 4S 店）项目位于
灵川县八里街川东二路与八里七路交叉
口东北面，建设单位为桂林鑫广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建设总平面方
案委托灵川县规划设计院设计完成并报
我局审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要
求，现将该规划予以公示，公开征求相
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其他详细情况请
到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桂林
鑫广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桂
林东风本田 4S 店）项目周边群众或利
害关系人如果对规划方案有异议，请于
公示期内将合理合法的书面意见(署真实

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反馈到灵川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电话： 0 7 7 3 -
6819828 、 0773-6812493)，申请人及
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逾期不反映，视为无异议，住建局按照
程序批准实施。

公示期限： 2019 年 12 月 4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止。

公示地点：
1 .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 桂林鑫广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桂林东风本田 4S 店）项目现场
3 . 灵川县人民政府网
4 . 主流媒体刊登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12 月 2 日

桂林鑫广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东风本田4S 店)项目建设总平面方案批前公示

通 知
原临桂区五通中学赵秀花老

师，请见报后 15 天内到临桂区教
育局人事股办理消编手续，逾期未
办理，按相关规定处理。

桂林市临桂区五通中学
2019 年 12 月 3 日

电子信箱：34613047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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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陆仕臣 刘训荣
文/摄）日前，灌阳县文化馆举办

了为期一周的“ 2019 年灌阳县文化
馆桂剧培训班”。这期培训，目的是提
高演员们的演艺水平，以饱满的热情
和精湛的演技备战明年桂林市第 41
届漓江之声和明年全区基层文艺汇
演，并为明年的灌阳“春晚”作准备。

桂林“漓江之声”群众文艺活动
创办于 1980 年，历经近 40 年打
造，由原来的群众歌咏比赛，发展成
一年一度的综合性群众文艺竞技活
动。近年来，灌阳县文化馆切实加强
基层文艺工作的辅导，积极开展送戏
曲进村工作，抓精品工程，全县各类
群众文化品牌活动纷纷涌现，各类优
秀文艺人才通过各种平台脱颖而出，
创作硕果累累，为灌阳的文化繁荣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桂剧培训，聘请国家一级编

导刘夏生作艺术指导，以血色湘江系
列桂剧《琴缘》为重点，从舞台风
格、声调优美、抑扬有致，表演质朴
细腻、唱腔委婉动人、清澈明亮，具
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入手，注重以细腻
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表演手法塑造红军
长征时军民鱼水情的人物刻画。《琴
缘》编剧唐建华，导演韦海涛、杨海
燕作具体指导。

灌阳积极备战第 41 届漓江之声

和全区基层文艺汇演

□本报记者孙敏 实习生高天缘 文/摄

作为 2019 年桂林市第九届少儿欢
乐节的活动之一，12 月 1 日下午，“快乐
的小桂花”少儿专场文艺演出在桂林“百
姓大舞台”上演出。桂林市少年宫的师生
们共同登台，载歌载舞，展示少年宫和

“小桂花艺术团”的教学成果。
创建于 1959 年 6 月 1 日的桂林市

少年宫，今年迎来 60 周年的生日。 60
年来，市少年宫护送和见证着桂林一代
又一代少年儿童梦想起航，也成了桂林
人心目中艺术启蒙的殿堂。据统计，市
少年宫成立以来，已有近 100 万的少
年儿童在这里参加培训，接受艺术熏
陶，走上人生舞台。许多桂林少年儿童
与少年宫心手相连，拥有一段段美好而
难忘的记忆。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只有十几项专
业，到如今建立起舞蹈学校及音乐、美
术、书法、语言文化、外国舞蹈、科
技、体育等 7 个培训中心，共 40 多项
专业，几十年来，少年宫根据孩子的需
求不断增加和优化专业培训的项目。如
今，少年宫的特长培训活动蓬勃健康发
展，由初期每周训练数百人发展到现今
每周训练近万人次， 2018 年全年训练
学员更是高达 36 万多人次。

作为桂林市少年儿童艺术培训活动
的中心，市少年宫 60 年来始终秉承着
“育人为本、以德育人、以爱育人”的
思想理念，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兴趣特
长，多姿多彩的少儿特长培训与实践交
流活动，铸就了桂林市少年宫的特色培
训品牌。“小桂花美丽绽放”、“童年
快乐”等文化品牌活动，“红色经典”
艺术体验、“童年的影集”电影欣赏等
思想教育主题艺术活动，都是其中的佼
佼者。少年宫还多次承办了中国青少年
宫文化艺术节、自治区青少年宫精品文

艺节目展演、桂林“百姓大舞台”、“周末
大家乐”等全国、自治区、市级文化活动。

在当天的舞台上，少年宫的孩子们
尽情展示才艺，向老师家长们进行汇报
式演出。演出在主题舞蹈《花儿朵朵向
太阳》中拉开帷幕，少年宫的孩子们先
后表演了儿童舞《箱子里的梦想》、体
育舞蹈《青花瓷》、儿童舞《快乐的小
姑娘》、藏族舞蹈《溜溜的情》、小提
琴演奏《我爱你，中国》、小组唱《都
这样说，都这样讲》、现代舞《不落的
太阳》等精彩节目，“漓江书童”“漓
江琴童”也现场进行了才艺展示。

12 岁的余沛泽是“漓江武童”表演
团的一员，习武 6 年的余沛泽在当天开
场舞中负责“武术担当”，自信帅气的武
术招式，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学习武术
的 6 年，让我越来越有自信。”余沛泽兴
奋地告诉记者，练习武术不仅让自己身
体好，比以前也更有胆量、更自信。而在
舞蹈《快乐的小姑娘》中领舞的肖蒙羲，
虽然只有 10 岁，但已经是一个很有经

验的小小舞蹈表演者。成为少年宫“小桂
花艺术团”的一员，对于肖蒙羲来说是一
件十分快乐的事情：“我喜欢跳舞，在和
老师和小伙伴的练习和表演中，让我的
业余时间充满乐趣。”

市少年宫相关负责人表示， 60 年
来，少年宫始终是桂林市少年儿童艺术
培训活动的中心阵地，且人才辈出，这
与少年宫独具一格的培训模式体系有着
密切关系。

每周，少年宫都设置班级展演活动，
孩子们将自己一周来的学习成果进行展
示，大家在学会欣赏别人进步的同时，也
能了解到自己的不足，在交流中不断提
升自己；每年春季、暑期、秋季每学期末，
少年宫都在春天剧院开展“童年快乐”艺
术实践活动，让每期参加艺术培训的小
学员都有舞台表演的机会，向家长展示
汇报一学期来的学习成果；每学期，少年
宫还会设置教学开放周，邀请家长们走
进教室，了解教师与孩子在少年宫的教
与学，掌握孩子的成长情况，参与到孩子

们学习的快乐中，融洽亲子关系，也增强
孩子们学习的自信心和上进心……

这些实践交流体验活动，让孩子们
在动手动脑、游戏、娱乐、展示互动的
过程中艺术素养不断提升，不仅提高了
他们的交流、沟通能力，也为孩子们未
来更好地社会化奠定了基础。如今的市
少年宫，已经成为全市少年儿童开展艺
术、科技、体育培训活动的中心，在桂
林市少年儿童教育培训活动中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是广西校外教育事业重要
的组成部分。

“快乐的小桂花”少儿专场文艺演出

在“百姓大舞台”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弘） 12 月 1
日，由广西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广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 2019 中国—
东盟高校原创音乐大赛桂林赛区决赛
在桂林东巷鱼鹰 Bar 落幕。来自广
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
林旅游学院、河池学院、桂林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等高校的青年音乐人同台
竞技，用词曲谱写了当代大学生的青
春芳华。

此次比赛以“唱响新时代，乐动
追梦人”为主题，主办方面向桂林赛
区及其他赛区高校青年原创音乐人征
集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旨在发掘和培

养新时代青年原创音乐人才，以原创
音乐为载体，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青
年音乐人之间的艺术交流与互动，帮
助更多有音乐才华的青年实现音乐制
作的梦想，孵化与传播优质音乐。

本次桂林赛区的决赛采取评委评
分制。三位评委老师从歌词、作曲、表
演等方面对选手的作品分别打分，以
分数决定选手排名。最终来自桂林旅
游学院的“M=T”乐队获得了第一名，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的 T h e
Oddity 乐队获得了第二名，广西师范
大学漓江学院的 Flex Kidz 乐队获
得了第三名。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的留

学生黎皓天（蒙古国）的作品《 Sun-
shine》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第一
名、第二名、第三名以及国际赛道的黎
皓天均获得了进入全国总决赛的资
格。

据了解，本次大赛将于 12 月中
下旬举行全国总决赛，届时来自重庆
赛区、南宁赛区、桂林赛区、广州赛
区以及东盟国家的优秀音乐人将集结
南宁，唱响时代新音。

本次大赛由中国—东盟艺术人才
培训中心、石声智库承办，纯洁友谊
俱乐部、鱼鹰 Bar 、高校原创音乐
联盟共同协办。

本报讯（记者张弘 文/摄）日
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春花秋水·画卷柳州”少数民族
题材创作美术作品展在桂林美术馆举
办。展览共展出由柳州本土艺术家创
作、聚焦柳州少数民族题材的 100
多幅中国画、油画、水彩画作品，多
角度、多层次、多手法呈现出柳州少
数民族绚丽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
风情，描绘出柳州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美好景
象，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从建城至今已有 2100 多年的历史；
柳州也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素有
“桂中商埠”之称，以工业为主、综
合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交通枢

纽；柳州还是一座壮族、侗族等 30
多个民族相聚而居的城市，其中壮族
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土著世居民
族，这也造就了柳州独特的民族风情
神韵，其中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
族的节和侗族的楼，堪称柳州“民族
风情四绝”。在如此雄厚的文化底蕴
和经济基础的支撑下，柳州书画界此
次聚集了 100 多件少数民族人物作
品和山水风情风光作品来到桂林展
出，包括多个画种，风格多元，感情
真挚，体现了柳州文艺家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践行“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饱含着对国家和
民族的深情大爱。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2 月
8 日。

“柳州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展”

在桂林美术馆举办

发掘和培养新时代青年原创音乐人才

2019 中国—东盟高校原创音乐大赛桂林赛区决赛落幕


“柳州少
数民族题
材美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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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培训现场

▲在少年宫，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得
到了重视和系统培养。

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

人生路上，难免磕磕绊绊，没有人
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尽管失败各有不
同，但成功一定有方法，学会复盘思
维，就能成为人生赢家。

那么，为什么说复盘思维是获得成
功的一种有效方法呢？

我们先要理解“复盘”这个概念。
没有接触过围棋的人可能对这个概念很
陌生，其实它是围棋的一个术语，通俗
一点说，就是棋手对弈结束后，对下棋
的全过程进行回顾，就像看完一场电影
再回放一遍。在复盘中，下棋的人要想
一想当时下棋的情形，为什么走这步，

思考每一步是否合理，这棋子这么走对
不对，如果不这样走而走别的路线，会
出现什么样的棋局……棋手经过一番复
盘，分析并总结棋局，就能知道对错得
失，从而积累宝贵经验，提升棋艺，就
有可能成为下棋高手。

郑强著的《思维复盘：用经验提升
能力的有效方法》就是基于下围棋的这
种带有总结反思性质的思维方式，只不
过郑强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
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成为一种方
法论。他从组织行为这个角度给复盘下
定义：“复盘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组
织或个人以往的工作进行回顾，发现其
在以往工作中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未
来的工作和计划做好准备。”复盘的目
的在于找出组织前进过程中的绊脚石、
拦路虎，并坚决将其铲除；复盘的关注
点应该是“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复盘思维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且
不说军事上、股票上运用复盘思维大有
裨益，就说在组织行为上，有的企业通
过复盘，生产经营状况不仅得到了改
善，还焕发出勃勃生机。著名的案例如

柳传志和他创办的联想集团，就曾将复
盘思维成功地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在企
业决策时对过往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加以
分析和反思，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科学地规划企业的未来，从而提升
了组织绩效和企业竞争力，成为一家世
界闻名的企业。柳传志还撰写了《我的
“复盘”方法论》，就是对这一有效思
维方法和管理经验进行的智慧总结。

复盘思维不仅适用于组织行为，也
适用于每个人。历史上运用这种思维方
法获得成功的不乏其人，苏秦便是其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思维复盘：用经验
提升能力的有效方法》介绍了苏秦复盘
成功的故事。说起苏秦，大家并不陌
生，他师从鬼谷子，学成之后下山求
职，游说周、赵、秦等国都不为所用，
潦倒而归。妻子不搭理他，嫂子不给他
做饭，父母也不认他这个儿子，可是苏
秦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回顾了这几次
求职的遭遇，进行自我反思。虽然求职
失败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总的来说，还
是自己的观点没能打动并说服国君。因
此他含垢忍辱，引锥刺股发奋读书，苦

练本领，终于找到说服各国国君之策。
此时的苏秦信心满满，再度出游，他巧
施纵横之术，凭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弱
国共抗强秦，这一主张被六国采纳，苏
秦得到重用，佩六国相印，成为战国时
期著名的纵横家。

如果我们读了《思维复盘：用经验
提升能力的有效方法》，就能了解复盘
的基础知识，掌握复盘实际应用中经常
要用到的工具，如鱼骨图、人机料法
环、波士顿矩阵，学会复盘中各个环节
的操作方法，我们只需按照流程一步步
进行复盘即可。

人生在世，总有遗憾。当我们回首
往事，进行复盘，就会发现并想到，如
果当初不走或少走弯路，或许我们的今
天会是另一番景象。愿我们都能学会复
盘思维，成为人生赢家！

书名：《思维复盘：用经验提升能
力的有效方法》

作者：郑强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 .9

学会复盘思维 成为人生赢家
——— 读郑强《思维复盘：用经验提升能力的有效方法》有感

□林振宇

▲中国—东盟高校原创音乐大赛桂林赛区
决赛现场 通讯员廖熙允 摄

▲《思维复盘：用经验提升能
力的有效方法》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