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NINGBO DAILY文体新闻 2017年11月4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龚红雅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
员胡燕） 昨天上午，第三届浙江
全民阅读节暨 2017 宁波书展·
宁波读书周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拉开帷幕。受浙江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邀请，上海成为本届宁波书
展的主宾市。

作为本届宁波书展的主宾
市，上海展团由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统一组团参展。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大学出版社联合体、
社科文出版社联合体等沪上 30
家出版单位组成百余人的强大
阵容，悉数亮相书展。结合宁
波书展的人文特色，上海展团
整个展区设置精品展示区和活
动区，设计整齐划一、简洁大
方、特色鲜明。上海展团为本
届书展精心准备了图书近 8000
种，零售图书 4500 余种、25000
册。这批沪版优秀图书主要为
近年重点品种和新书，覆盖了
一大批聚焦主题、注重原创、
厚重鲜活的精品力作，其中还
包括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石黑一雄的多部作品。

在做好图书展示和销售的
同时，上海展团还精心策划了
一批有特色、有品位、有内涵
的文化活动，打造书香上海的
阅读文化空间。这些活动包括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
版社联合打造的“文化嘉兴、
上海出版”主题宣传活动，上
海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中国”讲座，少年儿童出
版 社 的 第 十 四 届 “ 五 个 一 工

程”获奖图书 《布罗镇的邮递
员》 分享活动，立信会计出版
社的 《会计之道——会计的逻
辑与情怀》 读者见面会，《画说
会计》图书发布会等。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
祥地与重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和良好基础。近年来，浙
沪两地出版文化在共同发展中不
断加强交流、互通有无、深化合

作。具有广泛文化影响力的全民阅
读文化品牌——上海书展暨“书香
中国”上海周，历届得到了浙江出
版发行业界的广泛参与。尤其是
2009 年，浙江以主宾省身份亮相
上海书展，尽展越地出版风采。
2009 年，浙苏沪正式签署 《关于
长三角区域新闻出版合作发展的框
架协议》，在全国率先启动跨地域
新闻出版合作，以提高区域性新闻

出版业的竞争力。同时，每年定期
举办的“长三角出版论坛”，根据
不同议题就进一步深化合作开展交
流研讨。2013 上海书展十周年之
际，浙苏沪签署《推进新闻出版公
共服务和全民阅读工作的合作协
议》，正式开启了三地共建书香社
会的深入合作。上海在 2015 年受
邀成为首届浙江全民阅读节暨浙江
书展的主宾市。

上海展团作为主宾亮相宁波书展

图为宁波书展现场。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作为第
三届浙江全民阅读节暨 2017 宁
波书展·宁波读书周重要活动之
一，报告文学《小巷总理》作家
读者见面会昨日在宁波国际会展
中心 2号馆举行，分享小巷深处
的温暖故事。这是本届阅读节的
首场读者见面会。

《小巷总理》 是我市作家夏
真、王毅最新创作的长篇报告文
学。这对著名的夫妻作家热爱家
乡，扎根在人民中间，多年来致
力于记录发生在浙江这片土地上
的动人故事，创作的 《生命之
歌》《跨越》《特殊使命》等优秀

大型报告文学，获得过包括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多种
奖项。《小巷总理》 的原型是宁
波市原江东区百丈街道划船社
区党委书记俞复玲，她时时刻
刻心系群众，亲力亲为帮助群
众排忧解难，勤恳干练、勇于
创新，被习近平总书记赞誉为

“社区工作的领头雁”，并获得
了第五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

《小巷总理》 通过一个个鲜
活的事例，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
对话和情景描写，生动地讲述了
俞复玲如何用她的“真诚心、婆

婆嘴、毛驴脚、橡皮肚”为下岗女
工、单亲母亲、空巢老人、自闭症
患者等群众排忧解难的优秀事迹，
记录了社区工作、生活的动人点
滴，深刻地诠释了她“众人划桨开
大船”的社区工作理念。

昨日的读者见面会，夏真、王
毅和《小巷总理》的主人公原型俞
复玲来到了现场。“在 2017浙版好
书评选投票中，《小巷总理》 遥遥
领先，获得第一名，今天上午刚刚
进行了表彰。这本书的主人公和作
者都是宁波的，一起为读者签售特
别有意义。”夏真昨日在现场告诉
记者，《小巷总理》 在北京举行的

研讨会上得到了很多著名作家的肯
定，认为是“社区工作的文艺范
本”，该书已经获得浙江省“五个
一工程”奖和浙江树人出版奖。

相 较 于 以 前 创 作 的 《跨 越》
《特殊使命》 等有关杭州湾跨海大
桥建设纪实、宁波援建青川纪实等
宏大题材，《小巷总理》 把笔触伸
向了基层。夏真认为，创作这部作
品时，收集的材料是琐碎的，但是
题材很重大。“我们现代人的身份
已经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社区
是我们政府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幸福度的提高与否就在这里。
人们关心的是堵车不堵车、环境好
不好、绿化怎么样、自来水通吗，
这些都是社区的事情，跟每一个人
休戚相关，所以还是重大题材，这
是一个新的领域。”她说，俞复玲
弘扬了基层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学习。

分享小巷深处的温暖故事
《小巷总理》作家、主人公原型、读者三见面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张紫艺）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宁
波 市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的 2017 年

“书香社区”论坛昨日举行，这
也是第三届浙江全民阅读节暨
2017 宁波书展·宁波读书周活
动之一。

今年 6月，由中国图书馆学

会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
推广委员会、宁波市图书馆承
办的 2017 年“书香社区”发现
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挖掘
和发现一批保障体系完善、社
会参与度高、创新性强、阅读
成效显著的“书香社区”，发挥
他们的典型带头作用，为各地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提供示范。活
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126 个
社区申报，经过层层筛选及专家
评审，北京市赵家楼社区等 40 个
社区进入 2017 年“书香社区”发
现活动名单，宁波有 4 家入选，
分别是北仑江梅社区、海曙芦港
社区、鄞州殷家社区、鄞州新城

社区。昨日下午在 2017 年“书香
社 区 ” 论 坛 上 进 行 了 “ 书 香 社
区”授牌仪式。

2017 年“书香社区”论坛以
“全民阅读与书香社区建设”为主
题，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
会顾问、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余光作了“从馆员到阅读推广
人”的主旨报告，北京市赵家楼社
区和北仑江梅社区等 5个社区分享
了推广书香社区的优秀做法和经
验。

全国40个社区列入“书香社区”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姚栋）《卡门》 是当今世界上演
率最高的一部歌剧。昨晚，宁波
交响乐团与台湾创世歌剧团在宁
波大剧院联袂上演《卡门》歌剧
音乐会，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琳
担纲指挥。

著名青年指挥家陈琳与宁
波交响乐团合作多次，无论是
指挥“完美肖邦钢琴协奏曲音
乐会”，还是授课“国家艺术基
金 中 国 青 年 指 挥 人 才 培 养 项
目”大师班，她都为大家带来

高质量的音乐享受。首次与宁波
交 响 乐 团 合 作 的 台 湾 创 世 歌 剧
团，2007 年由青年声乐家郑静君
设立，它以“最专业的民间歌剧
团”为目标不断努力。歌剧音乐
会从 《卡门序曲》 开始，强大阵
容为乐迷带来美的享受。

听过了柴可夫斯基的震撼，感
受了《天方夜谭》的趣味，聆听了

《卡门》 的感动，宁波交响乐团音
乐季的步伐依然在前进。12 月 12
日，宁波交响乐团音乐季第六场将
是纪念莫扎特专场音乐会。

《卡门》歌剧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记者黄程 杭州湾
报道组卓松磊） 昨天下午，2017
宁波杭州湾方太杯围棋世界冠军
争霸赛落下帷幕。根据最新公布
的中国职业围棋等级分，排名前
9 位的世界冠军中，除了 1 位已
有其他比赛安排外，其余 8位全
部参赛。经过两天激烈拼杀，最
终周睿羊九段夺得本次争霸赛冠
军。

据悉，本次赛事采用中国围
棋协会审定的最新中国围棋竞赛
规则，黑贴 3 又 3/4 子，用时方
式为每步棋 30 秒，每方各有 10
次1分钟的读秒，超时判负。

首日 （11月 2日） 进行的是

8进4比赛和4进2比赛。在六盘拼
杀过后，江维杰九段、周睿羊九段
会师决赛，柯洁九段、时越九段止
步四强，另外四位陈耀烨九段、柁
嘉熹九段、檀啸九段以及范廷钰九
段在八强战中遗憾落败。

昨天上午，柯洁、时越、陈耀
烨、柁嘉熹、檀啸、范廷钰这 6位
围棋世界冠军来到宁波杭州湾国家
湿地公园，与 6位围棋小棋手进行
了一场特别的围棋指导赛。

本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 （中国棋院）、宁波杭
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主
办，德世界体育 （北京） 有限公司
承办，宁波方太集团独家冠名。

宁波杭州湾方太杯围棋
世界冠军争霸赛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朱永红） 在
人们印象中，玩瑜伽尤其是老年
瑜伽的，总是大姐多。岂料，在
昨日举行的水云之端·2017 首
届九龙湖瑜伽大会上，几位老大
哥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风头，均
压大姐一头。

此次瑜伽大会由九龙湖镇人
民政府等单位主办，比赛地点设
在风景秀丽的九龙湖景区。参与
昨天比赛的选手，年龄从 45 岁
到 76 岁不等。从海选中脱颖而
出的 20 位选手，年龄在 70 岁以
上的有 3 位，分别为 76 岁、73
岁、71岁，且全为男性。

此次瑜伽大会采用“线上海
选+线下决赛”的比赛模式，借
助线上平台，打破了参赛地域限
制。在网络海选中，前两名由一
男一女两位选手交替领先，争夺
非常火爆，仅半月时间，视频总
点击量已逾百万。

76 岁的陈其良是昨天比赛中
年纪最大的选手，练习瑜伽已有
14 年 。 回 忆 最 初 练 瑜 伽 时 的 情
景，他说：“一开始我是练身体柔
韧性的，后来遇到一位瑜伽老师，
觉得我自己也能行，就练起了瑜
伽。六十多岁才开始学，又是个大
男人，难度特别大。”十几年来，
他每天坚持练习一到两个小时。他
说：“瑜伽对身体特别好。练了这
么多年瑜伽，筋骨、肌肉柔软了，
气血都通了，血压也恢复到了年轻
时候的状态。”

对于此次瑜伽大赛，杭州瑜伽
健身协会主席、大赛评委菊三宝表
示，瑜伽并不是一种竞技运动，但
是以比赛的方式开展活动，对瑜伽
的传播很有帮助。专为中老年设置
的瑜伽大赛不多见，这样一个规格
和水平都较高的比赛，对中老年瑜
伽爱好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交流和
学习机会。

九龙湖景区举行瑜伽比赛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东钱
湖报道组祁珊） 近日，宁波东钱
湖文旅集团文旅传媒有限公司与
杭州沁舞阁艺术培训学校正式签
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在宁波
和杭州地区开拓青少年广电传媒
文化艺术拓展项目，项目包括广
电传媒类艺术考级、高考艺考、
文化艺术拓展、文化艺术交流、
文化艺术旅游等。

据悉，合作方杭州沁舞阁艺
术培训学校是一所以舞蹈、声
乐、小主持人、儿童剧、广电传
媒类等培训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

艺术培训学校，在杭州艺术考学方
面的师资力量强，已为中传、上
戏、浙传、北电等院校输送了大批
专业学生。在此次合作中，双方还
和宁波诸子青少中心签署幼小类广
电传媒艺术影视栏目合办框架协
议。

下一步，东钱湖文旅传媒还将
和国内、国际高端青少年艺术文化
培训拓展机构、青少年影视文化机
构、全国知名旅拍、影楼合作，利
用区域优势开展中华文化国际体验
营、户外拓展、影视旅拍基地等项
目合作。

东钱湖打造
青少年广电传媒文艺拓展基地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李
骁静） 由宁波市体育局主办、宁波
市户外运动协会承办的首届飞盘高
尔夫邀请赛 （宁波站） 在宁波诺丁
汉大学成功举行。

比 赛 邀 请 了 20 多 位 来 自 美
国、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家的选手
与本土选手，在美丽的宁波诺丁汉
大学校园内举行。比赛开始前，组
织者邀请到了来自加拿大的飞盘高
尔夫世界冠军、名人堂成员 Mi-
chael Sullivan 前来指导比赛。他
自从1978年起获得超过100次比赛
冠军。为了帮助中国飞盘的发展，
他参加完欧洲的飞盘锦标赛后，连
夜飞过来参加本次赛事。

左图为飞盘高尔夫邀请赛比赛
现场

（胡龙召 摄）

飞盘高尔夫邀请赛（宁波站）举行

赵淑萍

鄞州越剧团于我并不陌生，早
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我就看过他们
的戏曲外景电视剧《双轿错》和《琥
珀泪》。时隔多年，那戏中的人情世
态和幽默讽刺还让人回味。在宁波
工作后，与该团有了近距离接触。近
几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原创剧《沈光
文》和由《琥珀泪》改编的《琥珀缘》，
总的感觉，演员阵容整齐，舞美简
洁、清新、大气。这次，他们又排了

《红楼梦》和《洗马桥》。
《洗马桥》说的是温州书生刘文

龙，新婚三日，和妻子肖月英依依惜
别，赴京赶考。高中状元后被派遣为
和番使臣。书童回家报信途中坠马
身亡。番邦娇公主，刁蛮野性，对刘
却一见钟情，欲托付终身，但刘文龙
不为所动。于是，公主拜其为师，学
汉家礼仪。这一边，家乡连年遭灾，
肖月英侍奉婆母，刘文龙表兄、商人

宋湘多次接济。最初，月英羞于受
助，后宋湘提出记账，释解了她心头
的顾虑。患难中两人逐渐产生真情。
光阴荏苒，倏忽就是 16 年。番王逼
婚，刘文龙逃离，公主以宝马令牌相
赠，自己替刘文龙挡箭身亡。而刘母
因为久无儿子的音信，欲撮合儿媳
和自己的侄子。肖月英洗马桥头生
祭，生祭后欲与宋湘结为夫妇。就在
此时，刘文龙返家。于是，剧中人个
个纠结、尴尬。刘文龙正欲离去，宋
湘拿出账本，“煌煌历史记大账，小
民百姓记小账”，他对表兄说“人留
账清”，并撕碎账本，趁着潮涨，背起
行囊去行商。

剧中没有一个反角。刘文龙为国
尽忠且固守旧盟，娇公主倾心相爱愿
付出青春和生命，肖月英坚守贫寒，
但最后感念真情，不束缚于礼教。宋
湘危难相助且能成人之美。谁都没
错，但是，事实却是那样纠结、虐心。

无疑，这个戏是成功的，“赚”了
观众不少眼泪。这个戏是“绍百”的
精品剧目。据说，“鄞越”的演员们通
过反复观看录像，一招一式地学习，
只是舞美曾请“绍百”来指点过。我
感动于这个剧团的“折腾”，一会儿
老戏新编，一会儿向姐妹剧团学习。
观摩对于演员来说，很有必要。老一

辈艺术家或多或少都有过在台后、
台下“偷戏”的经历。现在，可以进剧
院看戏，也可以在网上搜寻视频或
播放碟片，但是，条件越来越好，真
正的表演艺术家却很难出来，皆因
人心浮躁，不肯下苦功夫。这次，“鄞
越”向“绍百”学习，值得提倡。“绍
百”梅花扎堆、新秀辈出，“鄞越”向
他们学习，既省了不少成本，也使演
员能够在模仿、对照中反思自己的
不足。其实，观摩，不仅仅局限于本
剧种，还可跨界甚至反串。今年 3
月，宁波逸夫剧院“戏曲舞台艺术沙
龙”专场演出，提供了一个多剧种交
流的平台。后来就有本地演员跨剧种
拜师，专门学婺剧身段的。在戏曲繁
荣的上海，沪剧、淮剧、越剧甚至一些
滑稽戏的演员经常同台表演，混搭、
反串，无形中相互汲取、提高。

尽管效果不错，但仍有必要作
深层次的思考。“鄞越”几位演员的
资质很好，唱腔、身段都不错，关键
还在于对生活的体验，对人物的解
读。16年，从倜傥风流、顾盼生姿的
少年到两鬓微霜的中年，这个跨度
演员们把握得比较好。刘婕一向演
的是英俊小生，这次，刘文龙在异域
的风霜中日见沧桑，回乡知道真相
后的那种悲怆、惘然，刘婕可谓形神

兼得。郑燕扮的肖月英，在表现内心
情感的挣扎时很有张力。还有“90
后”胡羽蒙，她扮演娇公主，从最初
的野蛮娇俏到受教化后的端庄内
敛，表演可圈可点。陈尔扮宋湘，戏
份不多，但凭唱腔就让观众记住了
她。但是，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
刘文龙一介书生，有傲骨，夺魁后也
自是意气风发，但举手投足间那种
将士般的豪迈气是不适合的。而宋
湘，一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少了些
市井气，还是多了儒雅气。

再来反思一下剧本，总觉得是
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在讲述一个传
统故事，呈现的是一种现代的婚恋
观。观后百度了一下，原来是南戏新
编。南戏原为《刘文龙菱花镜》（又名

《刘必希金钗记》）。原剧，又是一个
王宝钏与薛平贵的翻版。肖月英恪
守妇德，矢志不渝，生祭后欲投江自
尽，此时，正好刘文龙赶到，夫妻团
圆。一些传统剧目，如《红鬃烈马》

《狮吼记》《马寡妇开店》等，都尝试
过以新的视角将原剧的有关情节或
结局进行改写，有标新立异处，也有
不合情理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窃以为，只要大部分观众无违和
感，倒未尝不可。

最后，还是要说，剧团要有新气
象，还得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演传统
剧目，多观摩、学习，另一方面，还是
得打造原创剧。一方面，练好功，一方
面，追求提升。但愿“鄞越”越走越好。

（本栏目欢迎赐稿。投稿邮箱：
yxq@cnnb.com.cn）

越剧《洗马桥》观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