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

0472 旗袍秀 北仑-北仑区白峰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73 白峰太极拳 北仑-北仑区白峰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13 春风十里旗袍秀 北仑-北仑区白峰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29 快板《垃圾分类》 北仑-北仑区白峰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61 舞蹈《我的祖国》 北仑-北仑区柴桥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71 丹桂飘香颂华诞 北仑-北仑区柴桥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8 越剧表演《送凤冠》（戏曲伴舞） 北仑-北仑区春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41 太极拳表演 北仑-北仑区春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68 《送花楼会》戏曲伴舞 北仑-北仑区春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03 《江南情》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39 遇见旗袍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44 《草原节奏》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48 塔峙大阿嫂花色馒头制作教程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69 《漾公益之歌》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60 《红色娘子军连歌》咚咚腰鼓队表演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61 Inho,Inho欢迎您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67 女子威风锣鼓队表演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92 扫街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93 梅山舞狮 北仑-北仑区梅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38 梅山武术 北仑-北仑区梅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15 《关雎》 北仑-北仑区戚家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32 《嗨！青春》 北仑-北仑区戚家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35 《不忘初心》 北仑-北仑区戚家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77 点赞美好新时代 北仑-北仑区戚家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02 《水墨中国》 北仑-北仑区霞浦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05 柔力球操《祝福我的祖国》 北仑-北仑区霞浦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16 动感青春 北仑-北仑区霞浦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2 乡味厨房青饼制作教学视频 北仑-北仑区小港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65 中华旗袍 民族国粹 北仑-北仑区新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66 今天是你的生日 北仑-北仑区新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47 《白果树社区之歌》 慈溪-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49 草原上的卓玛 慈溪-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50 《垃圾分类真正好》 慈溪-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75 水兵舞《串烧》 慈溪-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96 走慈溪 慈溪-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033 旗袍秀《春风流水》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09 健身球操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5 杨六郎告御状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22 绍剧《狸猫换太子》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68 大红枣儿甜又香 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03 姚剧说唱《慈溪好风光》 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00 祖国妈妈我爱你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410 Faded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414 《桃李芬芳》民族串烧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304 鼓舞飞扬 慈溪-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6 水墨中国 慈溪-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0 舞动的中国印 慈溪-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5 三北古乐：观海卫细十番 慈溪-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42 水墨漓江美 慈溪-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28 练“观拳”强身体，唱“燕话”传文化 ——“观拳”学习共同体文化传承活动侧记慈溪-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26 梅乡女神 慈溪-慈溪市横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96 传统杨式太极拳循环八式 慈溪-慈溪市横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23 雨露足球队 慈溪-慈溪市横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47 《回头是岸》 慈溪-慈溪市横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5 艳阳歌唱 慈溪-慈溪市横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8 快乐门球 慈溪-慈溪市横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33 《在希望的田野上》 慈溪-慈溪市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56 体育舞蹈广场秀（二舞串烧） 慈溪-慈溪市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94 《李娃传》 慈溪-慈溪市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37 我和我的祖国 慈溪-慈溪市坎墩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85 祝福祖国 慈溪-慈溪市坎墩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90 杨氏太极二十八式 慈溪-慈溪市坎墩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91 越剧联唱 慈溪-慈溪市坎墩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97 水墨醉江南 慈溪-慈溪市坎墩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98 黄鹤楼 慈溪-慈溪市坎墩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99 半壶纱 慈溪-慈溪市坎墩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0 我在张家做长工 慈溪-慈溪市坎墩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3 太极拳 慈溪-慈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70 上林瓷苑 慈溪-慈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75 少儿拉丁 慈溪-慈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67 水火流星传承千年 慈溪-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08 让旗袍之美在这里绽放 慈溪-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26 太极神功 慈溪-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69 字正腔圆多婉转 慈溪-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70 舞龙舞狮迎新春 慈溪-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46  惠萍原创广场舞队棒棒哒 慈溪-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5 空竹报平安 慈溪-慈溪市桥头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60 中华全家福 慈溪-慈溪市桥头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84 越剧《青青柳叶蓝蓝天》 慈溪-慈溪市桥头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27 《情歌赛过春江水》情景歌舞 慈溪-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53 跳动的梦想 慈溪-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62 《血手印•法场祭夫》 慈溪-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66 《嗨起来》 慈溪-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77 《我心飞扬》 慈溪-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4 歌剧《洪湖赤卫队》选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慈溪-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34 车子灯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65  中老年人戏曲广播操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79 韩舞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05 健身气功气舞《我的祖国》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32 燕语莺声韵江南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90 戏韵流芳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41 戏曲《十八相送》 慈溪-慈溪市新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66 丝绸之路 慈溪-慈溪市新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8 “小太极”打出了“大成果” 慈溪-慈溪市新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13 红色家书载忠魂  纸短情长激担当 慈溪-慈溪市新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14 越剧《唱支山歌给党听》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16 太极拳陈氏自编套路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17 《八女投江》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20 《草帽舞》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21 《水乡新娘》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24 柔力球表演《梦醉河塘》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80 健身操 慈溪-慈溪市掌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58 太极拳 慈溪-慈溪市掌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79 琴棋书画 慈溪-慈溪市掌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9 《张灯结彩》 慈溪-慈溪市掌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22 老百姓的菜篮子 慈溪-慈溪市掌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48 《祖国，慈祥的母亲》 慈溪-慈溪市掌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0 《扫黑除恶》 慈溪-慈溪市掌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40 金蛇狂舞 慈溪-慈溪市周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52 《生旦水袖》 慈溪-慈溪市周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64 《我爱你中国》 慈溪-慈溪市周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67 《九儿》 慈溪-慈溪市周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71 车子灯表演《抬花轿》 慈溪-慈溪市周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74 越剧表演《陆游与唐琬  》选段 慈溪-慈溪市周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76 《健身气功八段锦》 慈溪-慈溪市周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78 《万水千山总是情》 慈溪-慈溪市周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59 太极风韵 慈溪-慈溪市宗汉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2 《茶香中国》 慈溪-慈溪市宗汉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6 来吧，一起运动 慈溪-慈溪市宗汉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74 太极（古琴瑜伽太极） 慈溪-慈溪市宗汉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1 《姹紫嫣红》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372 《龙凤呈祥》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462 排舞《点击》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463 《平凡天使》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465 太极拳《八法五步》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466 民乐合奏《节日乡韵》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055 军鼓的《雄赳赳气昂昂》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

0064 舞蹈《欢天喜地》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

0070 铜管乐《我爱你中国》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

0211 走秀《望月》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

0214 走秀《开心走到一起》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



0260 舞蹈《映山红》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

0273  垃圾分类就是钱湖新时尚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

0393 舞动钱湖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

0191 越剧《西湖山水还依旧》 奉化-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奉化分校

0330 祖国你好 奉化-宁波市奉化区莼湖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26 赞白衣天使 奉化-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63 八段锦教学 奉化-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69 茶艺表演《万代传承》 奉化-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41 彩云之南 奉化-宁波市奉化区松岙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72 奉化何美蓉道德模范工作室 奉化-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99 静待花开，时尚走台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

国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411 歌唱祖国，晚霞飞舞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

国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524 越剧赏析--梨园集萃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

国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389 龙腾飞跃 海曙-海曙区洞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97 旗袍秀《小小新娘花》 海曙-海曙区洞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81 花样腰鼓 海曙-海曙区洞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85 双扇舞《祝福祖国》 海曙-海曙区洞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87 我把美酒献给你 海曙-海曙区洞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99 《女人花》 海曙-海曙区洞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73 旗袍如梦  女人如花——旗袍秀（黄鹤楼）海曙-海曙区高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77 海曙区葡萄协会成果展 海曙-海曙区高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78 学有所乐 乐有所成---让村民演主角 走进芦港村舞蹈班海曙-海曙区高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80 学有所乐 乐有所成---让村民唱主角 走进l芦港村声乐班海曙-海曙区高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36 以门球会友  以竞赛促学 海曙-海曙区高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43 鬼步舞 海曙-海曙区横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48 器乐合奏《十里送红军》 海曙-海曙区横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53 太极《陈氏小架78式》 海曙-海曙区横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54 甬剧表演唱《磨坊相会》 海曙-海曙区横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34 舞动人生 海曙-海曙区集士港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36 龙之舞 海曙-海曙区集士港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37 湖山书院 海曙-海曙区集士港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81 手拍鼓《在希望的田野上》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091 白云街道“飞鹰”乒乓球赛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098 我和我的祖国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12 迎酒欢歌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13 52式太极刀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44 白云庄社区“馨韵”歌咏沙龙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57 舞蹈《天南地北闯中华》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64 丰收时节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207 表演唱《逛新城》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224 打靶归来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225 烟花三月下扬州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280 太极功夫扇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36 青林之韵舞蹈展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37 《因为爱情》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40 凡为过去，皆为序章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45 东方丽人时装展示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78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420 红绸舞《开门红》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436 潇洒女兵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445 拓展训练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447 健步走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451 行云流水夕阳红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480 《追鱼观灯》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486 南门街道足球比赛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31 快乐健身球 海曙-海曙区石碶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34 石碶夕阳红风采二 海曙-海曙区石碶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36 石碶夕阳红风采三 海曙-海曙区石碶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30 南泥湾 海曙-海曙区鄞江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31 歌舞《祖国你好》 海曙-海曙区鄞江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63 威风锣鼓 海曙-海曙区鄞江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65 健身双球 海曙-海曙区鄞江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75 诗歌朗诵 海曙-海曙区鄞江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09 二十八式木兰拳表演 海曙-海曙区章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03 甬剧表演《天要下雨娘要嫁》选段 海曙-海曙区章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29 做海之女，传舞之韵

杭州湾新区-杭州湾新区庵东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

学校

0210 二十八式杨式太极拳   江北-江北区洪塘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27 18式木兰拳 江北-江北区洪塘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28 越剧折子戏《打金枝.闯宫》选段 江北-江北区洪塘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62 《绣》 江北-江北区洪塘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64 鼓乐《激情飞扬》 江北-江北区洪塘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19 起航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26 丝路花语—秀娘模特表演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29 祖国我们为您骄傲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59 小合唱：不忘初心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61  春天的故事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63 茉莉花开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68 天南地北唱中华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71 爱我中华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141 步步生莲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162 美丽的祖国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16 《爱的部落》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21 《浪漫夕阳》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29 中真仙之舞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50 一杯美酒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74 风华绝代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16 剑舞《木兰剑韵》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24 红梅赞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54 《炫舞空竹》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64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65 夜上海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09 小小一公筷，餐桌大文明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40 秦香莲选段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41 又见江南雨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42 月光下的凤尾竹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43 映山红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46 穿越古今，香约旗袍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83 剑气纵横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86 鱼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35 江南江北我的家 江北-江北区庄桥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36 夕阳红 江北-江北区庄桥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04 江南雨 江北-江北区庄桥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30 行云流水 江北-江北区庄桥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57 《忠魂曲》 江北-江北区庄桥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48 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江北-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6 舞动奇迹 江北-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1 百花香 江北-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34 喜洋洋 江北-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43 垃圾分类蛮要紧 江北-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67 拗孟公 江北-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68 老母亲 江北-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1 追鱼.观灯 宁海-宁海县茶院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54 快板《中国好人情溢浓》 宁海-宁海县岔路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88 《葛洪养生术》 宁海-宁海县岔路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3 道情《三十六条是春风》 宁海-宁海县岔路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84 莲花落《村里的三十六条》 宁海-宁海县岔路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0 扇子舞 宁海-宁海县大佳何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3 王老虎抢亲 宁海-宁海县大佳何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6 书法：家和万事兴 宁海-宁海县黄坛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4 中国美 宁海-宁海县黄坛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8 戏剧《碧玉簪》选段《送凤冠》 宁海-宁海县黄坛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99 宁海力洋山后武术表演 宁海-宁海县力洋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01 《垃圾分类》 宁海-宁海县力洋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86 祝福中国 宁海-宁海县梅林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00 水墨书简 宁海-宁海县梅林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01 春色满园 宁海-宁海县梅林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04 打开幸福门 宁海-宁海县梅林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06 舞狮 宁海-宁海县梅林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87 舞狮 宁海-宁海县前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49 前童元宵行会 宁海-宁海县前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12 太极拳表演 宁海-宁海县强蛟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15 舞龙表演 宁海-宁海县强蛟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5 淮海戏情 宁海-宁海县桥头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0 太极书韵 宁海-宁海县桥头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00 江南梦 宁海-宁海县桑洲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01 窦娥冤 宁海-宁海县桑洲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9 深甽旗袍秀 宁海-宁海县深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5 宁深舞蹈 宁海-宁海县深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76 展女性魅力，弘扬传统文化 宁海-宁海县桃源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79 “古行当”再兴起    传统文化复兴 宁海-宁海县桃源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58 《渔乡姐妹》舞蹈 宁海-宁海县西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69 张羽煮海•闯海 宁海-宁海县西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9 越溪乡老年太极剑表演 宁海-宁海县越溪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7 气舞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16 梨花雨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25 蒙古舞《寂静的天空》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30 音乐说唱《学无止境 筑梦象山》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79 唱新闻《习总书记进企业》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84 越歌《我爱象山好风光》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94 歌伴舞《我家住象山》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96 走书《渔嫂》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98 戏曲联唱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515 舞蹈《茉莉花》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531 笛子合奏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087 《春风又绿江南岸》 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096 《下沙村赞》 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129 《梁祝》 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245 《 尊古老驾一路》 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277 《良宵引》 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543 映山红 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557 《渔舟唱晚》 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450 茶山老龙 象山-象山县定塘镇成人学校

0455 橘光弈家 象山-象山县定塘镇成人学校

0495 梦之声大塘车灯 象山-象山县定塘镇成人学校



0159 鹤中金龙 象山-象山县鹤浦镇成人学校

0163 喜庆秧歌 象山-象山县鹤浦镇成人学校

0192 太极剑 象山-象山县鹤浦镇成人学校

0320 木偶戏 象山-象山县鹤浦镇成人学校

0398 “百年芳记”糕点制作 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549 曳步舞 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552 扇子舞 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554 双龙戏珠 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575 九斤姑娘 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576 祝寿曲 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060 戏伴舞：《陆文龙归宋》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255 曙光在前面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269 手语表演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402 手语舞《国家》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489 排舞《前门情思大碗茶》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446 街舞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449 音乐竹竿舞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457 越剧《十八相送》选段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458 戏曲舞蹈《唱花脸谱》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550 太极拳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558 太极刀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564 太极剑表演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331 宁波走书《协力同心抗疫情》 象山-象山县贤庠镇成人学校

0359 旗袍流韵 象山-象山县贤庠镇成人学校

0377 《白蛇传*游湖》 象山-象山县贤庠镇成人学校

0383 《十姐妹》戏曲排练 象山-象山县贤庠镇成人学校

0388 《陌上花开》 象山-象山县贤庠镇成人学校

0417 《荷花龙》 象山-象山县贤庠镇成人学校

0427 艺术演出集萃 象山-象山县贤庠镇成人学校

0206 又见江南雨 鄞州-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21 拉丁串烧“梁祝 七仙女” 鄞州-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22 宁波方言三句半《绿蓝红黑，不难》！ 鄞州-鄞州区城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27 一鼓一舞总关情 鄞州-鄞州区城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86 小种子亲子阅读社 鄞州-鄞州区城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53 茗心见性 鄞州-鄞州区城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67 溪行桃花源 鄞州-鄞州区城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68 盛世华裳，诗韵旗袍 鄞州-鄞州区城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70 《妈，我要去武汉》等话剧小品 鄞州-鄞州区城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73 排球  我心甬悦 鄞州-鄞州区城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03 共筑中国梦 鄞州-鄞州区东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04 木兰剑 鄞州-鄞州区东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06 风雨之抱 鄞州-鄞州区东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07 42式太极拳 鄞州-鄞州区东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08 奶奶的朋友圈 鄞州-鄞州区东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11 赶鸭 鄞州-鄞州区东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84 中国大舞台 鄞州-鄞州区东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87 大字写作 鄞州-鄞州区东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89 步步高 鄞州-鄞州区东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73 奔跑者 鄞州-鄞州区横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82 改革开放四十年 鄞州-鄞州区横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85 公筷公勺从我做起 鄞州-鄞州区横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90 恭喜发财 鄞州-鄞州区横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92 42式太极剑 鄞州-鄞州区横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96 健身气功八段锦 鄞州-鄞州区横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19 威风锣鼓 鄞州-鄞州区横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48 民间舞龙 鄞州-鄞州区横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51 旗袍秀 鄞州-鄞州区横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85 健身气功协会 鄞州-鄞州区姜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39 舞动人生 鄞州-鄞州区邱隘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40 金鸡报晓 鄞州-鄞州区邱隘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41 鼓韵和风 鄞州-鄞州区邱隘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44 左推右挡 鄞州-鄞州区邱隘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19 邹溪村太极拳社团 鄞州-鄞州区塘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25 舞蹈《国色天香》 鄞州-鄞州区塘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26 越剧教唱 鄞州-鄞州区塘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41 舞蹈表演茉莉花 鄞州-鄞州区塘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67 施村腰鼓队 鄞州-鄞州区塘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90 堇堇有味--塘溪镇老年大学旗袍学共体 鄞州-鄞州区塘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80 宁东武术社团的“武侠”情怀 鄞州-鄞州区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35 渔腔声声 鄞州-鄞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42 渔家姑娘在海边 鄞州-鄞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45 快乐抲鱼人 鄞州-鄞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47 良宵 鄞州-鄞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78 旗袍走秀 鄞州-鄞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79 武术表演 鄞州-鄞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81 一个草根剧团的故事 鄞州-鄞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72 书记一点通 鄞州-鄞州区云龙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74 太极拳 鄞州-鄞州区云龙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12 老胡萨克斯工作室 鄞州-鄞州区瞻岐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92 山风海韵 鄞州-鄞州区瞻岐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93 山海舞韵 鄞州-鄞州区瞻岐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94 快板《赞大岚民宿》 余姚-余姚市大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2 歌舞表演《歌唱祖国》 余姚-余姚市大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3 歌舞《唱支山歌给党听》 余姚-余姚市大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04 大隐镇雄风舞狮队 余姚-余姚市大隐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06 老年地方戏曲培训 余姚-余姚市大隐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13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十八相送》余姚-余姚市低塘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18 太极功夫扇 余姚-余姚市低塘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25 又见北风吹 余姚-余姚市低塘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67 春秋大刀表演 余姚-余姚市低塘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75 水兵舞 余姚-余姚市低塘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08 女人花 余姚-余姚市低塘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76 书香芬芳古渡人 余姚-余姚市河姆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84 中国进入新时代 余姚-余姚市河姆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89 开门红 余姚-余姚市河姆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2 两袖清风一身清 余姚-余姚市河姆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3 半壶纱 余姚-余姚市河姆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45 欢腾中华 余姚-余姚市河姆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06 排舞《亲吻天空》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1 健身广场舞《秀丽江山》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5 我们的中国梦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01 民乐合奏《采茶舞曲》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02 老年女子舞龙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38 舞蹈《响扇出水莲》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40 舞蹈《第二套健身秧歌舞》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42 扇子舞《咏荷》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46 舞蹈《火火中国梦》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23 欢乐中国广场舞 余姚-余姚市朗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44 姑嫂舞龙，气势如虹 余姚-余姚市朗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93 非遗文化的传承——粗细十番 余姚-余姚市朗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95 戏剧串烧——抗疫急先锋 余姚-余姚市朗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02 舞韵瑜伽 余姚-余姚市朗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7 舞动青春  舞出帅气 余姚-余姚市朗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2 乐器合奏 戏曲联唱 余姚-余姚市朗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5 舞狮奔小康 余姚-余姚市朗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66 冬练三九晨，夏练三伏天 余姚-余姚市梁弄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69 红土地民乐队在训练 余姚-余姚市梁弄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2 红土地戏曲队在排演 余姚-余姚市梁弄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28 红红火火腰鼓欢 余姚-余姚市临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30 我的祖国 余姚-余姚市临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31 太极剑 余姚-余姚市临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38 老年太极剑 余姚-余姚市临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39 扇子舞 余姚-余姚市临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49 洪湖水 余姚-余姚市临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50 好汉歌 余姚-余姚市临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51 盼红军 余姚-余姚市临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92 旗袍秀 余姚-余姚市陆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1 绳舞飞扬 余姚-余姚市陆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7 《吉米阿佳》 余姚-余姚市陆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4 十八式木兰拳 余姚-余姚市陆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4 《四明山我来看你》 余姚-余姚市陆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46 情景剧《红梅赞》 余姚-余姚市陆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87 铜管乐《十送红军》 余姚-余姚市陆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53 西湖山水还依旧 余姚-余姚市鹿亭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70 梨花颂 余姚-余姚市鹿亭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7 广场舞 余姚-余姚市鹿亭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90 渚山太极韵 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00 余姚马渚镇全佳桥职工文宣队 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0 抗击疫情    居家锻炼 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23 夕阳晚照 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49 马渚镇开元小学“雏鹰”武术社团 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76 众志成城抗大疫 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6 舞蹈《国色天香》 余姚-余姚市牟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1 《功夫扇》 余姚-余姚市牟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0 《姚西杂番》 余姚-余姚市牟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4 越剧《玉堂春》游园初遇 余姚-余姚市牟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4 《杨氏太极拳》 余姚-余姚市牟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55 牟山非遗《黄鳝舞》 余姚-余姚市牟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7 永不放弃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9 红色印记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2 巾帼心向党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8 太极表演秀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20 中国龙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7 戏曲表演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65 《迎风飘扬的旗》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289 姚剧表演唱《红旗永飘横坎头》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292 健身气功表演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293 《二十四式太极拳》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301 越剧《兰花吟》选段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321 健身操《百花香+追梦人》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362 最美逆行者-记凤山社区志愿者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407 旗袍秀表演《礼.清平调》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313 玉堂春《游园初遇》 余姚-余姚市四明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5 恰恰排舞 余姚-余姚市四明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9 串烧恰恰点歌的人 余姚-余姚市四明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63 感恩一切 余姚-余姚市四明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66 手工麻糍制作 余姚-余姚市四明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5 木偶摔跤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09 复兴的力量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22 我的中国心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32 出水莲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33 老有所乐九九红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34 花开中国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35 腰鼓舞开门红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37 越剧联唱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38 犴舞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39 中国功夫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12 经络健身操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8 桑园访妻六碗菜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29 中国范儿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3 天南地北唱中华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7 乡村爵士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60 柔力球健身操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91 做人要做文明人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95 漫步人生路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44 扇子舞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56 戏曲操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59 广播操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83 红梅赞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88 北京有个金太阳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56 《太极拳二十四式》 余姚-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82 《金陵遗梦》 余姚-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86 《金玉良缘》 余姚-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94 红楼梦 余姚-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78 《江南梦》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9 旗袍秀《江南梦》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04 陈氏太极拳表演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3 戏曲《金玉良缘》片段等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51 《红旗颂》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2 《碧玉簪》选段《头洞房》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05 水兵舞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40 垃圾分类我先行 镇海-镇海区九龙湖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3 追寻先烈足迹，传承红色基因 镇海-镇海区九龙湖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48 越剧表演《夸夫》 镇海-镇海区骆驼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05 呼伦贝尔大草原 镇海-镇海区骆驼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3 尚志村花样腰鼓队表演《火火中国红》 镇海-镇海区骆驼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28 箭港湖社区中老年时装模特队 《小小新娘花》 花样旗袍秀镇海-镇海区骆驼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2 盛家社区女子鼓舞队表演节目：《雄镇鼓韵》镇海-镇海区骆驼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42 三百六十行 镇海-镇海区澥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61 不忘初心跟党走 镇海-镇海区澥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9 杨氏二十四式太极拳 镇海-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0282 歌伴舞《山楂树》 镇海-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0308 我是一个镇海人 镇海-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0423 瑞鼠迎新 镇海-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0431 一堂一乐互学团队 镇海-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0442 总浦桥社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场文艺展演镇海-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0482 祝福盛世 镇海-镇海区庄市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91 中国茶韵 镇海-镇海区庄市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97 我在春天等你 镇海-镇海区庄市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56 合唱《今天是你的生日》 镇海-镇海区庄市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