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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姬联锋

昨天下午，《十里红妆·女儿梦》
在香港荃湾大会堂成功演出，现场座
无虚席，掌声不断。之前一天，这部舞
剧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演出，同样受
到热烈欢迎。“这部舞剧很精彩，剧中
元素很丰富，有现实的，有梦境的，也
有内心的。”香港市民黎女士说。

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
“十里红妆”器物

演员们在剧场内用精彩的表演
和各种道具向香港观众演绎着江南
的婚嫁习俗，讲述着浙江人勇于出
门闯荡的创业精神。而在剧场外的
大厅，来自宁波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金银彩绣和泥金彩漆的
传承人，用实物向香港市民展示着

“十里红妆”的婚嫁习俗。
在香港大会堂和荃湾大会堂前

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波泥
金彩漆传承人陈龙和金银彩绣传承
人裘群珠的展位前围满了香港市
民，人们对这里展出的光彩照人的
金银彩绣作品和各种红彤彤的“十
里红妆”器物很感兴趣。

陈龙热情地向大家讲解：“金色
象征吉祥，红色象征喜庆、吉祥。”他
还不时拿起“双龙长梁提桶”和“六
角和合”等器物向大家介绍。“这个
提桶是回娘家的时候装点心用的，
挎在一只胳膊上，另一只胳膊可以
抱孩子。”陈龙乐呵呵地说。有人想
买那只精巧的“双龙长梁提桶”，陈
龙笑着说：“这个不卖，是展示用的。
我主要是向大家传播十里红妆的婚
嫁文化。”

有一位女士带着女儿来看《十
里红妆·女儿梦》的演出，听了陈龙
的介绍后，她让女儿用胳膊挎着那
只“双龙长梁提桶”，然后拍照留念。
桌子上放着的厚厚一叠《十里红妆·
女儿梦》的DVD光盘已被热情的香
港市民抢购一空。

在一旁的裘群珠则在现场活态
展示金银彩绣的制作，她正在绣的一
幅龙凤盖头引来很多人拍照。“‘十里
红妆’用的就是这样的盖头。”裘群珠
笑着说。在她身后，还展示着多幅金
银彩绣作品。“喜上眉梢”“玉堂富贵”

“合和如意”等金银彩绣作品的展出，
将现场点缀得喜庆洋洋，吸引了众多
香港市民的目光。在她身旁还摆放着

几幅放大的照片，照片上是千工床等
“十里红妆”的器物。

三部内地舞剧来港
《十里红妆》票房最好

从 2008 年首演至今，《十里红
妆·女儿梦》已先后在国家大剧院、
香港文化中心、纽约林肯表演艺术
中心大卫·冠克剧场、新西兰奥克兰
布鲁斯·梅森剧院、悉尼州立剧院等
国内外知名剧场演出，迄今演出
150 余场，所到之处均受到观众热
烈欢迎。

本次演出的香港主办方、香港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节目组节目
主任潘元明告诉记者，她们近几个
月引进了三部内地舞剧，《十里红
妆·女儿梦》是其中票房最好的一

部。“有观众打电话来问，是不是在
香港文化中心演出过的那部，她说
还想再看一遍。”

十年间，《十里红妆·女儿梦》的
主要演员已经换了好几茬。这次来
香港演出，越儿的扮演者王钰是从
北京舞蹈学院引进的舞蹈演员，男
一号阿甬由东方歌舞团首席演员曾
明扮演。经过几代“红妆人”的不断
打磨，《十里红妆·女儿梦》在内容和
艺术形式上日臻完美，早已成为宁
波向世界传播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张
亮丽名片。

为了给香港观众奉献最精彩的
节目，宁波市演艺集团的演出人员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到达香港之后，
在酒店放下行李，所有演职人员就
去剧院熟悉演出场地，到晚上 11点
才结束。道具组更是连夜装台。

为了完成好这次香港的演出，

宁波市歌舞剧院对该剧做了很大的
调整。“因为香港大会堂和荃湾大会
堂的场地受限，要把《十里红妆·女
儿梦》完美地呈现给香港观众，必须
克服很多困难。”宁波市歌舞剧院院
长严肖平说，“这次在香港的演出，
大的道具相对少一点，但这样一来
对演出的要求更高。”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副
书记、副局长杨劲表示，在《十里红
妆·女儿梦》2011 年来港演出之后，
今年再次来到香港，充分反映了这
部文化精品的艺术生命力和观众号
召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非物质文化
遗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十
里红妆’的创作，到现在历时十年
了，演一场，火一场；演到哪，红到
哪。现在我们看这部文化精品，可以
说我们能从中望得见乡愁，记得起
传统。”杨劲说。

“十里红妆”香江行的戏内戏外

◀香港市
民在金银彩绣
非遗展示前驻
足。
（林旻 摄）

▲图为《十里红妆·女儿梦》香港演出场景。 （林旻 摄）

▶泥金彩
漆传承人陈龙
与香港市民交
流。
（姬联锋 摄）

本报讯（记者林海 北仑记者
站陈盛竹 通讯员郑亮）昨天下午，
中伊国际男篮对抗赛宁波北仑站的
比赛在北仑体艺中心举行：李楠执
教的中国男篮红队在上半场落后的
情况下，下半场发挥出色，最终他们
以 6555 战胜伊朗队。在和伊朗队
的三场系列赛中，中国队以总比分
21领先对手。

昨天的比赛，中国队首发 5 人
是翟晓川、阿不都沙拉木、赵继伟、
范子铭、赵睿。来自八一男篮的球员
邹雨宸有伤在身没有进入大名单，
中国队在内线又少了排兵布阵的一
个重要的点。年轻的中锋范子铭在
比赛中对抗能力不足，导致伊朗队
在内线控制了局面。第一节结束时，
中国队在开局以 92领先的大好形
势下，被对方以 1312反超。随后中
国队失误增加，而伊朗队趁机在内
线发威，第二节比赛结束时中国男

篮以2729落后伊朗队2分。
转折出现在下半场，中国队换

上了内线球员常林，局面有所改观。
先是中国队的常林和赵睿先后命中
2记三分球。伊朗队毫不示弱，卡兹
米的一记大力扣篮还以颜色，场上
局面顿时火爆起来。常林打成“2+
1”，赵睿接球空位投中三分球，中国
队以 4133领先迫使伊朗队不得不
叫暂停进行调整。此后，中国队的三
分球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命中率，在第
三节结束前，方硕投中的压哨三分球
帮助中国队以 5338领先。此后，伊
朗队拼命追赶，无奈大势已去。“今天
全队的防守做得不错，迫使对方的外
线失准，反击无力。”球员赵继伟在赛
后新闻发布会上这样总结。

此役，中国队的翟晓川得到 15
分4个篮板2次抢断，赵睿和刘志轩
双双有 12分进账，常林和方硕均得
到7分。

中伊国际男篮对抗赛北仑站

中国男篮红队6555胜伊朗队

本报记者 林 海
北仑记者站 金旭孟 陈盛竹

5 天之内进行了三场中伊国际
男篮对抗赛，由李楠执教的中国男
篮红队和来访的伊朗男篮打得难解
难分。虽然双方均有重要球员未能
归队，但比赛展现的是现有人员配
备下的整体实力。从三场比赛的表
现来看，中国男篮红队可圈可点，
可谓是一场比一场有进步。

小将风头劲

在 3场比赛中，来自新疆队的
阿不都沙拉木表现堪称惊艳。在大
连的比赛中，他首次亮相就和常林
并列拿下全队的最高分 13 分，令
人刮目相看。而在后面 2场比赛他
也分别有 9 分和 5 分进账。在高手
如云的 CBA 总冠军新疆队中，阿

不都沙拉木由于年轻反而没有太多
的表现机会。这样的热身赛正是这
样一班小将的舞台，他们有足够的
机会在场上发光，好好地刷一刷

“存在感”。此外，像赵继伟、赵
睿、常林、刘志轩等人，在不同场
次均有让人眼前一亮的“闪光”表
现。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小将的前
途无可限量。

打法未成形

在谈到球队集训一个多月是否

有成熟的打法时，主教练李楠表示，
由于球队的主力球员还有几人没归
队，“希望球队现在打得更简单，更
灵活一些。”在前两场比赛结束后，
他曾认为，球队还需要解决技战术
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挡拆、
退守、篮板球等，希望队员们一场
比一场打得好。在长春的比赛由
于邹雨宸的及时归队，使中国队
内线的阵容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中国队最终赢
了对手5分。

昨天的比赛赢了，李楠在赛后

的点评中认为，“这是一场来之不
易的胜利，对年轻球员们来说确实
不容易。在比赛过程中球队的起伏
比较大，内线比较吃力，攻防两端
有点问题，好在球队的整体气势比
较好，积极向上”。第三场比赛是
最难打的一场，双方比较了解，由
于邹雨宸在长春站的比赛中受伤，
他没有参加昨天在北仑站的比赛，
这样就让球队在内线方面更加困
难，能用的人不多。“好在今天在
外线的发挥比较好，整个局势在我
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接下来，李楠执教的中国男篮
红队将赴美国拉练，参加 7 月份
NBA夏季联赛的比赛。“球员的体
能、对抗以及力量方面还需要加
强。”李楠这样说。虽然接下来会
有一些球员被淘汰出国家队，但李
楠表示，到目前为止，“对所有球
员的表现非常满意。”

年 轻 没 有 失 败
——新组建的中国男篮红队印象

图为中国男篮红队主教练李楠指挥比赛。 （胡龙召 摄）

前日，鄞州非
遗馆首次举办市级
非遗项目“大岙布
龙”体验活动，61
岁的非遗传承人、
舞龙艺人任国夫手
把手教参观者舞龙
技艺。图为宁波诺
丁汉大学的学生正
在 非 遗 馆 体 验 舞
龙。（南华 陈科
峰 摄）

新华社广州6月18日电（记
者王浩明） 18日，CBA得分王朱
芳雨通过个人微博宣布正式退役。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终
究会到来，我的篮球职业生涯在
今天正式画上句号。”朱芳雨在微
博中写道。

“从踏入篮球这片热土开始，
感谢我父亲让我接触了篮球，感
谢广西的教练让我认识了篮球，
感谢宏远让我爱上了篮球，感谢
耐克，感谢球迷在身后赋予我巨
大的能量，感谢我的对手让我在
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挑战，
感谢我所有的队友们让我成就了
这 20多年精彩的篮球生涯。对于
篮球的热爱，我始终如一。今天
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我享受
作为球员所获得的一切；我也期
待新岗位的挑战。”朱芳雨写道。

1983 年 出 生 的 朱 芳 雨 从

1999－2000 赛季开始为广东宏远
效力征战 CBA，在其效力华南虎
的 18个赛季里，和队友一起拿下
八个总冠军。

中国篮协提供的数据显示，
朱芳雨职业生涯为广东队出战
704场，得到11287分、抢下2965
个篮板、送出 1191个助攻和 1096
次抢断。他是 CBA“得分王”，
也是 CBA 历史首个突破 10000 分
的球员。

此外，朱芳雨分别在 2008年
和 2012 年 获 得 CBA 常 规 赛
MVP， 在 2005、 2008、 2009 和
2010 年夺得总决赛 MVP，成为
CBA 目前唯一连续三年获得总决
赛MVP的球员。

在宣布退役前一个月，朱芳
雨已经被广东宏远任命为球队总
经理。这位 CBA得分王，将正式
开启一段全新的历程。

CBA得分王朱芳雨正式退役

新华社雅加达 6月 18日电
（郑世波） 2017 年印度尼西亚羽
毛球公开赛 18 日凌晨在雅加达
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
女双组合陈清晨／贾一凡成功
闯入决赛，男双李俊慧／刘雨
辰和混双郑思维／陈清晨分别
战胜队友晋级。国羽男单、女
单 在 1／4 决 赛 中 已 经 提 前 出
局。

陈清晨／贾一凡当天迎战东
道主组合阿凡达／艾丝特拉尼。
陈清晨／贾一凡在第一局首个回
合就已领先，并一直将绝对优势
保持到该局结束。进入第二局东
道主组合调整了打法，比赛也明
显激烈了起来，场上比分持续胶

着。1717 时，陈清晨／贾一凡再
也不给对手机会，一鼓作气打出一
个 40的局末高潮。本次比赛陈清
晨／贾一凡仅用时38分钟就以21
12和2117战胜对手。

陈清晨／贾一凡将在决赛中对
阵韩国组合张艺娜／李绍希。

男双方面，李俊慧／刘雨辰在
半决赛中以 21战胜队友张楠／刘
成晋级。他们将在决赛中遭遇丹麦
组合玛蒂亚斯·鲍伊／卡斯腾·摩
根森。

混双方面，国羽头号种子郑思
维／陈清晨 21击败队友刘雨辰／
汤金华进入决赛。决赛他们将对阵
东道主组合通托维·艾哈迈德／利
利亚纳·纳西尔。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

中国队闯入三项决赛

6月18日，山西腾飞车队车手田宝光与领航员黄志锋驾驶赛车在沙
漠赛道行驶。

当日，中国环塔 （国际） 汽车拉力赛暨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新疆站
第七赛段的比赛在位于鄯善县境内的库木塔格沙漠进行。绕行在巨大沙
山间的纯沙漠赛段一直是环塔拉力赛最为经典也最为残酷的赛段之一。
高温、迷途、陷坑以及巨大的沙山都在时时挑战着参赛车手。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环塔拉力赛进入沙漠赛段

新华社广州 6 月 18 日电
（记者胡林果 郑直） 作为首届
金砖国家运动会产生金牌数量
最多的项目，武术比赛于 18 日
在广州迎来首日角逐。印度选
手吉安达什·辛格·马央兰巴
姆获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
项目冠军，中国运动员陈桂真
夺得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
金牌。

2017 年金砖国家运动会 17
日在广州开幕，作为运动会 3个
比赛项目之一，武术比赛在广州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共产生
8枚金牌，有来自金砖五国的 33
名选手参赛。本次运动会的另外
两个项目为男篮和女排。

27 岁的吉安达什·辛格·

马央兰巴姆是一名现役军人。他
说，自己的叔叔就是教练，学习的
地点也就是在家乡的学校里，他习
武已经整整 12年。“是因为爱好武
术所以坚持下来了。”学习武术使
他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表
示现在印度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
习武术。

“武术发源于中国，同时也属
于世界。”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主任张秋平看来，金砖
国家运动会武术比赛举办的意义不
仅限于武术本身。“武术从某种意
义上来讲远远高于一个体育项目，
更是一种文化体现，我们国家有机
会举办这样一个武术比赛，对于推
广武术，传播中华民族精神、文化
是非常有意义的。”

金砖五国以“武”会友切磋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