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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女神和行者的家园

微信公众号：定宁街A座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姚
栋） 昨、前两晚，2018 宁波市新
年音乐会在宁波大剧院奏响，中央
音乐学院院长、宁波交响乐团艺术
指导兼首席指挥俞峰教授执棒宁波
交响乐团，为甬城乐迷送上 2018
新年祝福。

音乐会在鼓号曲中拉开帷幕，
约翰·施特劳斯的歌剧《蝙蝠》序
曲、江南风格的 《紫竹调》 以及

《雷电波尔卡》 等，让现场观众感
受到了中外音乐文化相碰撞所带来
的别样魅力。被誉为“中国夜莺”的
迪里拜尔是音乐会上最闪耀的嘉
宾，这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几
十年来活跃在国际歌剧舞台，她为
观众演唱了《春之声圆舞曲》以及

《影子之歌》。11岁的钢琴小新星李

哲翔，为甬城乐迷献上了他最拿手
的莫扎特作品，他曾在郎朗钢琴大
师班学习。曾参加第六届中国 （宁
波） 国际声乐比赛的青年女歌唱家
秦侃如给观众带来了《木偶之歌》。

此外，歌剧 《呦呦鹿鸣》 片
段、歌剧《卡门》片段等这些见证
了宁波交响乐团 2017 年成长的作
品，也一一亮相，歌声、琴声、掌
声贯穿音乐会。最终，乐团以交响

组曲《港通四海·海丝之路》为整
场演出画下句号。在经久不息的掌
声中，俞峰院长多次返场，指挥乐
团加演了多首经典曲目，将现场气
氛再次推向高潮。

俞峰执棒 “中国夜莺”迪里拜尔献唱

宁波交响乐团奏响新年音乐会

图为宁波市新年音乐会演出现场。 （周建平 摄）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吴茜 李瑶瑶） 新年第一天，不少

市民来到天一阁博物馆南轩，用四
种深浅不同的黄色丝线，在手帕

上 绣 出 了 一 朵 朵 金 黄 色 的 银 杏
叶，将亲手绣的手帕送亲人代表
祝福；同一日，许多小朋友在宁
波博物馆制作狗饰随身荷包，寄
托新年祝愿。市民以在博物馆学
习传统文化的特殊方式迎接 2018
年的到来。

宁波博物馆以未成年人为对象
的青少年探索体验活动已累计举办
10年，活动场次超过300场。依靠
专业的策划辅导、固定的场地保
障、完善的硬件设备，结合陈列展
览、馆藏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及
民俗节日等元素，让未成年人与文
物展品、复制品或非遗项目零距离
接触，亲手体验描绘文物纹饰、制
作各类文物器型，青少年探索体验
活动已成为宁波博物馆为未成年人
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宁波故事的一
个品牌项目。例如，去年举行的

“漆器拓印”“考古挖掘”“名画临

摹”等专题活动让未成年人在亲身
体验中了解重要的简单文物知识和
历史常识，增强爱国爱家乡的情
怀，发现和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悉，元旦小长假期间，宁波博物
馆参观人数超过 2万人，其中未成
年人占四分之一。

天一阁博物馆多年来致力于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活动
深受市民喜爱。如助力少儿国学公
益教育的国学夏令营，每年暑期举
办两期，活动名额在短时间内被一
抢而空；请全国各地专家到天一阁

“国学堂”讲天一阁藏书与东亚汉
籍研究、古人读哪些书、考古传
奇、地方志等；“传家宝”系列活
动有体验木活字印刷、陶艺拉坯、
女红制作等。天一阁工作人员介
绍，亲手绣一块手帕送给亲人或者
爱人，是中国古代女子的传统做
法。

绣手帕 制荷包 市民博物馆度佳节

图为活动现场。 （通讯员 陈宁 摄）

李尧坤

将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徐
福搬上越剧舞台，难度可想而
知。我市著名作家戚天法和慈溪
大德戏曲艺术团作了勇敢的尝
试，并给观众一个惊喜。

徐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神奇
的人物，他的东渡之旅，影响了
我国数千年的航海史和东北亚的
社会发展史。据记载，他前后东
渡五次，前四次均无功而返。最
后一次率领船队由慈溪达蓬山起
航，最终抵达日本，沿途为韩、
日两国民众传授农耕、渔猎、蚕
桑、纺织、医药、冶炼、制陶等
先进技术及文字、语言等社会文
明，印证了中、日、韩三国人民
世代和睦友好的历史传统和深厚
情谊。

编剧戚天法在 《徐福东渡》
中成功塑造了徐福这一艺术形
象。徐福是个历史人物，既要符
合当时历史的大环境，又要有许
多艺术的虚构，作者把两者较好
地结合了起来。剧中的徐福生活
在一个战乱的年代，他的家庭蒙
受了巨大的灾难，亲人中惨死 28
条性命，爱子也不幸死亡。他沉
浸在“国不存，家不见，亲不

待，子亡妻失”的痛苦之中。剧
中写了徐福与妻子的患难之情，
与儿子的骨肉之情，与三千童男
童女的挚爱之情。这些从不同角
度描写的感情，真实地展示了人
物的感情世界。

徐福东渡是一次大无畏的壮
举，也是大爱战胜小爱的结果。
大爱是什么？是为了拯救三千童
男童女的生命；小爱是什么？是
儿子、妻子和家庭。徐福心中，
始终存在着大爱与小爱的矛盾、
纠结。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作者
没有回避人物内心的这种矛盾和
斗争，而是把它们揭示出来，这
就使人物变得真实、鲜活、动
人。比如他对妻子说：“娘子，你
我丧失一个孩儿痛彻心扉，那三
千孩童家里都在又哭又撞哪！”这
句朴实的话语，展示了他宽阔的
胸怀，他不只感受到自己儿子惨
亡的痛苦，而且对三千个家庭的
痛苦感同身受，因而对三千条生
命无限珍惜。又如最后一场在达
蓬山与妻子痛别时，他知道这是
永别，对爱妻倾吐了肺腑之言：

“夫在天涯难顾及，当思善举合天
理。徐福我，挥泪泣别跪贤妻，
唯望子子孙孙永相继！”为了拯救
三千条童男童女的生命，他泣别
妻儿、家乡，毅然踏上了惊涛骇
浪的东渡之旅。这一幕把整台戏
推向高潮，台下观众热血沸腾，
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在徐福形象的塑造中，作者
还生动地描写了他受到墨家坛主
黄天琼的影响，在思想上发生的

变化。徐福在剧中揭了两张皇
榜，一张是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一张是招募三千童男童女。对于
长生不老之药，一开始他的认识
是模糊的。在蛇岛上，黄天琼告
诉他一条深刻的哲理：“花开花落
皆天成，何用梦寐盼长生。百岁
千岁总是短，唯有那世上的精神
才永恒。”徐福顿然醒悟：世上不
存在长生不老之药及长生不老之
人，只存在大爱善举和不朽的精
神，因而更坚定了他东渡扶桑、
拯救三千童男童女的决心。剧中
对于徐福这一思想上的变化的描
写，使他的心灵世界更加真实和
丰满，也为他的东渡行动增添了
强大的精神动力。

慈溪大德戏曲艺术团是一个
民营剧团。一个民营剧团要演出
这样一部原创大戏，面临的困难
可想而知。他们在当地有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团演职员
一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把戏推上
舞台，并受到了广泛好评。

《徐福东渡》 搬上越剧舞台，
很有意义。徐福的大爱善举，用
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我牺牲、
排除万难、拯救大众生命的精
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其次，徐福东渡这个历史题
材对于促进中日、中韩等国人民
的友谊，也具有深远的意义。笔
者希望把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剧
目打磨得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出
它的作用。

（本栏目欢迎赐稿。投稿邮
箱：yxq@cnnb.com.cn）

大爱善举耀古今
——喜看七幕历史传奇越剧《徐福东渡》

●为期 9 天的“雅韩医美
杯”迎春围棋擂台赛昨天在宁波
闲云棋馆收枰。经过 24 场的激
烈争夺，最终“梦之队”副将周
裕丰中盘战胜“神之队”主将钟
一华，帮助“梦之队”夺得团体
冠军。 （姬联锋 忻志华）

“大桥杯”宁波
市桥牌邀请赛昨天在
新芝宾馆开赛。这项
比 赛 于 2002 年 创
立，已经连续举办了
17 届，本届比赛有
76 名桥牌爱好者参
赛。

（姬联锋 摄）

宁波市桥牌邀请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昨天
上午，任凭画展在宁波古玩城举行
开幕式，展出画鱼传承人任凭国画
83幅，其中大多数以鱼为主题。

任氏家庭于清乾隆年间始画
鱼，任熊、任熏、任颐、任预开
创海上画派，即“海上四任”。任氏
画鱼传家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历
史。任凭现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他传承了本家长辈任松年、
任小田先生的彩鲦鱼绘画精髓，
所画之鱼灵动有烟火气息。其国
画作品多次在各类全国、省大展
中获奖，其作品被政府作为珍贵
礼品赠送外宾。

本次画展中有一幅《盛世十
九大 欢腾九鲤图》是任凭耗时
2 个月，专为庆祝十九大而创作
的。这幅作品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展出。

任凭国画
宁波展出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通讯
员徐迪） 前天上午，国家攀岩集
训队合作共建、浙江省攀岩项目
省队市办签约仪式在宁波泛太平
洋酒店举行，国家体育总局登山
运动管理中心李致新主任、浙江
省体育局吕林副局长等出席了签
约仪式。

在宁波汇报了前期国家攀岩
集训队筹备情况后，国家体育总
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浙江省体
育局、宁波市体育局签订了国家
攀岩集训队合作共建三方协议；
浙江省体育局、宁波市体育局签
订了省市联办合作协议。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
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国家
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关于
攀岩项目备战 2020年东京奥运会
的方案，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
制相结合的新机制，创新思路，
跨界选材，科技助力，科学管理
的总体要求和部署，除中心现有
的一支集训队外，引入申报、竞
争机制在全国各地组建 8 支以上

国家集训队，浙江省、宁波市两
级高度重视并积极响应，提前谋
划布局，并将攀岩项目以省队市
办模式成立专业队。这充分体现
了浙江省和宁波市体育局领导
在 该 项 目 上 的 眼 光 和 全 局 意
识。宁波体工大队培养的优秀
运动员钟齐鑫、何翠莲等在国
际、国内的重大比赛上屡创佳
绩，为中国、为浙江、为宁波争
得了荣誉，为中国的攀岩事业作
出了巨大贡献。

浙江省体育局有关负责人指
出，新周期省市联办的协议已经
确定，在原有项目发展的基础上
新增竞技攀岩、冰雪等项目。希
望宁波能进一步完善省队市办的
办队模式与机制，在巩固原有优
势项目的同时，加快新增项目运
动队的建设工作，尤其是要重视
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工作，尽快形
成队伍规模和后备人才梯队建设。

会上，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
动管理中心授予宁波市体育局国
家攀岩集训队 （浙江） 的牌匾。

国家攀岩集训队落户宁波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31日
电 美职篮 （NBA） 常规赛 31日
进行了 8 场比赛，休斯敦火箭通
过双加时以 148142艰难战胜洛
杉矶湖人，结束五连败；东部头
名波士顿凯尔特人以 108105险
胜布鲁克林篮网，迎来本赛季第
30场胜利。

火箭坐镇主场迎战湖人，哈
登拿下全队最高的 40分，然而他
在第四节因伤下场。保罗得到 28
分，其中 15分来自加时赛，成为
火箭最终获胜的关键人物。

首个加时赛保罗表现出色，
不过湖人队前锋英格拉姆在加时
还剩0.8秒结束时两罚两中，将比
分追平。第二个加时赛，保罗在
最后一分钟六次罚球全部命中，
湖人队的库兹马试图出手 3 分，
被火箭队球员塔克破坏，最终火
箭艰难取胜。

在凯尔特人主场迎战篮网的
比赛中，绿军在第四节还剩 5 分

59秒时尚领先14分，然而终场前
14.5 秒时领先优势已被缩小到 3
分，且对方持有球权。但篮网队
后卫丁威迪三分不中，错失翻盘
机会。

此役凯尔特人方面，欧文拿
下 28 分和 8 个篮板，篮网队的杰
弗森得到22分和12个篮板。

至此凯尔特人本赛季战绩为
30 胜 10 负，取得 30 胜的时间为
队史第三快，用时更短的两次出
现在 1959-1960 和 1964-1965 赛
季，而那两回球队都赢得了 NBA
总冠军。

同日，芝加哥公牛以110114
不敌华盛顿奇才，明尼苏达森林狼
以 107 90 击 败 印 第 安 纳 步 行
者，达拉斯小牛以 116113险胜
俄克拉荷马雷霆，夏洛特黄蜂以
98106 负于洛杉矶快船，孟菲
斯灰熊以 11496 轻取萨克拉门
托国王，费城76人以123110战
胜菲尼克斯太阳。

火箭双加时胜湖人
绿军破篮网迎30胜

2017年12月31日，凯尔特人队球员欧文 （右） 在比赛中带球进攻。
（新华社发）

图为任凭为观展市民书写福
字和春联。 （朱军备 摄）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

新年伊始，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和名誉主席罗格为 2018 年首期

《文明》 杂志撰写序言。巴赫指
出，蕴含巨大力量的体育运动让
世界变得更美好，世界的未来属
于新的青年一代。

巴赫以 《当今世界的两大变
革力量：奥林匹克运动与全世界
青年》 为题写道：“国际奥委会

《奥林匹克 2020 议程》 把全世界
青年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作为核
心，同时这也是未来奥林匹克运
动发展的战略构想。我们相信，
体育的未来以及世界的未来都掌

握在青年人手中。”
罗格则以 《奥林匹克文化：

连接全世界青年的纽带》 为题指
出：“奥运会给全世界青年提供了
实现梦想的舞台，激发他们心中
的梦想与激情。奥运会让全世界
青年汇聚在一起，不分种族、宗
教和性别，力求通过体育运动构
建和平美好的新世界。”他特别强
调，年轻一代能够通过参与奥林
匹克运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奥
林匹克文化所代表的人类价值不
仅有利于青年人塑造个人的意志
品格，还能对青年人的生活与成
长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未来属于新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