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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南华 通讯员
吴双颖） 甬剧里程碑式剧目 《典
妻》将要拍电影了，这是甬剧首次
搬上大银幕。7月10日，电影《典
妻》 开机仪式与手游 IP 电影 《解
救幸存者》项目启动发布会在宁波
阳光豪生大酒店举行。

甬剧电影《典妻》将宣传、传
承市级非遗——甬剧，充分体现地
域特色，展示地方民俗文化，反映
宁波文化独特魅力，已被宁波市委
宣传部列为“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
目”。

甬剧《典妻》根据烈士、甬籍
作家柔石的小说 《为奴隶的母亲》
改编创作。自 2002 年创作演出以
来，《典妻》 囊括了国内几乎所有

的戏剧奖项，荣获全国“五个一工
程”入选剧目奖、中国戏曲学会
奖、中国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
奖、鲁迅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第
七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2006—
2007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
剧目等。主演王锦文荣获“梅花
奖”“白玉兰奖”和“文华表演
奖”。2005 年，甬剧 《典妻》 还出
访欧洲，征服了异国观众。

电影《典妻》导演朱定忠告诉
记者，电影《典妻》将不会简单照
搬舞台演员动作、台词、唱腔等，
而要在戏剧与电影艺术间找到一个
好的契合点，让观众觉得一幕幕场
景是真切自然发生的。他透露说，
为了更好地融入宁波的历史、文

化、习俗等地方元素，摄制组已跑
遍了宁波各地的古村落进行前期选
景。最后，选定在天一阁、白云
庄、鄞江镇、俞山村等地的一些明
代建筑内进行拍摄。

主演王锦文告诉记者，她至今
已演了 15 年、170 场左右的甬剧

《典妻》， 这 次 能 把 戏 剧 搬 上 银
幕，对她也是一种崭新的尝试。
她说自己很幸运，“甬剧 《典妻》
能 拍 成 电 影 留 下 宝 贵 的 影 像 资
料，将更好地传承、弘扬、发展
甬剧这一非遗文化”。王锦文表示
自己已调整好了表演状态，将在电
影《典妻》中更生活化地去演好这
个角色。

据悉，甬剧电影《典妻》由宁

波大名艺诚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
品，拍摄、制作时间约为 45 天，
预计年底与全国观众见面。

宁波人写、宁波人演、宁波人拍

甬剧《典妻》将搬上大银幕

据新华社天津7月9日电（记
者张逸飞 翟永冠） 9日，天津全
运会健身气功的比赛拉开帷幕，让
这项颇有些神秘色彩的项目走进人
们的视野。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
中心主任常建平介绍，近年来，随
着健身气功功法的编创完善，评分
标准日益科学，习练人数快速增
长，国内习练人口从最初的 100多
万增加到了 450万。国际气功联合
会成立3年来，会员协会数也从54
个发展到87个。

气功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既不是宗教迷信也不是神秘艺
术，而是一种追求身心和谐的健身
手段。伴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

进步，传统的气功也在继承创新、
与时俱进。2002 年开始，中国健
身气功协会便组织专家在挖掘整理
优秀传统功法的基础上，编创推出
健身气功·易筋经、五禽戏、六字
诀、八段锦、太极养生杖、导引养
生功十二法、十二段金、马王堆导
引术和大舞9套新功法。

与其他项目不同，健身气功功
法的编创人员除了运动学专家外，
还有不少医学家。“新功法经体育
总局批准以后，开始向全世界推
广，并立刻受到了广大功友的喜
爱。”常建平说。

在一般人印象里，健身气功与
太极拳一样，习练者主要以中老年

人为主。其实，这项运动也很受年
轻 人 的 青 睐 。“ 在 450 万 习 练 者
中，在校学生人数有 100多万。在
五禽戏创始人华佗的老家亳州，五
禽戏进校园活动很受大学生的欢
迎。另外我们还编创了明目功，未
来将在全国的小学进行推广。”常
建平说。

健身气功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
载体，同样深受海外友人的欢迎。
为推广科学的健身气功，满足海外
爱好者的习练需求，中国健身气功
协会从 2006 年起采取“走出去”
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持续
开展表演展示、教学培训、交流比
赛等推广活动。

“境外习练人口增长很快，现
在已经超过 200万，我们每两年举
办一次国际交流比赛，世界各地的
协会会员申办比赛的热情十分高
涨。”常建平说，同时气功中心还
成立了国际健身气功学院，在武夷
山、峨眉山等名山大川对海外习练
人员进行培训和熏陶。在培训中促
进海外功友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的认可和向往。

“进入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
对健身气功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未来我们将从职业化、信
息化和市场化三方面入手，推动健
身气功发展。”常建平对健身气功
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全国习练健身气功人数近450万
境外习练人数增长迅猛

据新华社南京7月9日电（记
者王恒志） 2017 年世界女排大奖
赛昆山站 9日在江苏昆山结束，最
后一场比赛朱婷没有出战，中国女
排以 03 不敌美国队，本站赛事
取得两胜一负的战绩。

本站赛事共有中国队、俄罗斯
队、美国队和意大利队参赛，其中
俄罗斯队和美国队都以锻炼新人为
主。因为总决赛将在南京举办，中
国队作为东道主自动入围，分站赛
中国队同样以锻炼队伍为主。本站
比赛朱婷首次出任队长，张常宁赛
前因伤退出，江苏小将刁琳宇也因
伤暂离国家队，14人大名单中有 6
位曾征战里约奥运会，队内有多名
首度入选国家队的新人。

和前两场相比，中国女排继续
调整首发阵容，主攻为刘晓彤、李
静，王媛媛、高意出任副攻，二传
姚迪，接应龚翔宇，自由人是王梦

洁。首局中国女排开始就取得领
先，但美国队紧咬比分，并在最后
阶段以2019反超，安家杰叫了暂
停但无济于事，美国队以 2522
先胜一局。

第二局经过开始的胶着后，美
国队打出一波小高潮拉开分差，中
国队虽然一度追至 2223，但还
是以 2225 再丢一局。第三局两
队打得更为激烈，双方交替取得领
先，20 平后又是美国队把握住机
会，以 2521 再胜一局，从而以
30 的总比分获胜，以三连胜的
战绩获得本站赛事冠军。

本场比赛朱婷没有如前两场
一样替补登场，年轻的中国女排
在扣球、拦网上都落后于对手，
美国队接应墨菲拿下全场最高的
19 分，中国队两位主攻李静和刘
晓彤均得到了 12 分，龚翔宇拿到
11分。

世界女排大奖赛中国队不敌美国队

7月9日，美国队球员劳伦 （右） 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记者吴俊宽） 据亚洲田联官网消
息，2017 年亚洲田径锦标赛当地
时间 9 日在印度布巴内什瓦尔落
幕。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中国队
再入三金，最终以 8 金 7 银 5 铜的
成绩在奖牌榜上位居次席。

男子跳远比赛中，中国选手黄
常洲凭借第三跳8米09的成绩获得
冠军，中国香港队的陈铭泰也两次
突破 8米，最终以 8米 03的成绩获
得银牌。

女子铁饼比赛中，中国队的陈
扬第一投就投出 60 米 41，最终陈
扬收获冠军，队友鲁晓鑫以 55 米
27的成绩位居第三。

女子撑杆跳高比赛中，亚洲纪
录保持者、卫冕冠军李玲状态不
佳，仅以 4 米 20 的成绩获得第二。
她的队友陈巧玲以4米40的成绩获
得冠军，追平自己 4月创造的个人
最好成绩。尽管没能超越4米55的
伦敦世锦赛参赛标准，但此次亚锦
赛夺冠也让不满 18 岁的陈巧玲获
得了参加世锦赛的资格。

纵观本次亚锦赛，并未派出最
强阵容的中国队共获得 8 金 7 银 5
铜，在奖牌榜上排在东道主印度之
后位居第二。

2017田径亚锦赛中国队8金收官

7月9日，中国选手陈巧玲在女子撑杆跳决赛中。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陈
锡俊）近日，宁波市第四届“斯博特
杯”中小学生轮滑联赛暨 2017 年

“大碶杯”北仑区第四届轮滑大赛
在北仑区实验小学进行。我市79所
中小学及幼儿园的308名运动员参

赛。比赛设7个组别，参赛选手中年
龄最小的仅4岁，最大的13岁。

最后，海曙区洞桥镇中心小
学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
绩，德培小学和洪塘中心小学分
别名列第二位、第三位。

中小学生轮滑联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宁波
市百万市民健身大联动——2017
年宁波市青少年门球锦标赛前天
在市老年体育活动中心门球场落
幕。

经 过 2 天 69 场 激 烈 的 争
夺，慈溪蓝天小学包揽甲组和乙
组团体第一名。蓝天小学的郑鸿
磊/徐颂赞荣获甲组双打第一名。
镇海贵驷一队的吴铭波/林阳洋荣
获乙组双打第一名。

近 年 来 ， 在 市 体 育 局 等 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门球运
动在我市各中小学校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慈溪蓝天小学曾请
来有“门球王”之称的徐卫国
担任教练。在去年的全国青少

年门球锦标赛中，他们包揽甲
组、乙组团体冠军，这是这项
比赛历史上首次由一支队包揽
两项团体冠军。

市青少年门球锦标赛结束

慈溪蓝天小学包揽团体冠军

●经 过 一 个 多 月 的 激 烈 争
夺，2017 年浙江省“奇胜杯”千
人笼式足球赛宁波赛区的比赛前
天落下帷幕。蝶恋一队、信虎二
手车、东锯美业 FC、圣龙峥嵘、
海鸥一队、绿澄联队、飘逸一

队、鄞州康发八支球队在海选中
脱颖而出，将代表宁波参加月底
进行的省千人笼式足球赛总决
赛。本次比赛由浙江省体育局主
办，宁波市体育局、浙江省足球
协会承办。（姬联锋 俞学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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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慈溪蓝天小学队队员在比
赛中。 （姬联锋 摄）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记者史竞男 王阳）“农民工文
学阅读量和阅读比例高于整体国
民水平”“小学生读书最多，但缺
少经典滋养、受流行文化影响
大”“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取得商
业成功，但普遍制作仓促、粗
糙，有的价值观模糊”……这是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
儒敏组织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
院校的 60多名师生开展一项社会
调查中的发现。

这项调查始于 2012 年，围绕
当前社会的“文学生活”展开。
调查成果汇成 《当前社会“文学
生活”调查研究》日前出版。

温儒敏表示，当下中国，读
文学作品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与
此同时，全国每年出版数千部长
篇小说，影视创作更加依赖文
学，网络文学创作队伍日益庞
大。“这说明文学并未‘没落’或
者‘消亡’。”

他组织的大范围学术调查覆
盖了不同群体的阅读状况。为了

解网络文学发展现状，课题组对
一些网络文学网站进行深入调
查，与编辑、读者互动，真实感
受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

温儒敏说：“提倡‘文学生
活’研究，其实就是提倡文学研
究关注‘民生’即普通民众生活
中的文学消费情况。它作为一个
学术性概念提出，主要是源于对
现有研究状况的不满足，希望文
学研究更关注普通人的文学生
活。”

“很多文学评论或者文学史研
究在作家作品圈子里打转，很少
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
他认为，最能反映作家作品实际
效应的是普通读者。文学研究和
文学创作一样，都应该“接地
气”。当下众多普通读者对文学作
品的反应，应纳入“文学生活”
研究，成为学术研究新的“生长
点”。

温儒敏相信，在这样的学术
视野下，可能生发许多新的课
题，文学研究将展示新生面。

专家：

文学研究也应关注“民生”

7月 9日，在西班牙潘普洛纳举行的巴斯克乡村运动会上，一名选
手参加伐木比赛。

巴斯克乡村运动会是“圣费尔明”奔牛节的活动之一。
（新华社发）

乡村运动会上的角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