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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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姬联锋） 昨天下
午，2018 年宁波市足球超级联赛
新闻发布会暨抽签仪式在泛太平洋
大酒店举行。这项比赛是我市最高
水平的足球比赛，简称甬超联赛。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甬超联赛变化
颇 多 ， 包 括 推 出 新 的 联 赛 LO-
GO、举办青少年参加的“小甬超

联赛”等。
今年的甬超联赛将于3月10日

至 4 月 22 日举行，有 15 支球队参
赛。联赛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分为三个小组进行五轮单循环
积分赛，每组前两名加上成绩最好
的两个小组第三晋级下一轮。第二
阶段为淘汰赛，决出 1 至 8 名名

次。为了更好地和浙超联赛对接，
今年将不单独举办超霸杯赛。甬超
联赛前四名的比赛，同时也是超霸
杯的比赛。最终超霸杯的冠军球
队，同时也是甬超联赛的冠军球
队，将代表宁波出征 2018 年浙超
联赛。

为了促进我市足球人才梯队建
设，提升我市足球的整体水平，市
体育局计划在今年暑期推出“小甬
超联赛”，参赛选手以青少年足球
爱好者为主，特别是包括各支甬超
联赛足球俱乐部的青训营小队员。

“先进行尝试，设立一到两个年龄
段的比赛，以赛会制的形式进行。
等成熟了再以联赛的形式进行，同
时增加更多年龄段的比赛。”宁波
市足球协会主席徐健在发布会上
说。

为了更好地推广甬超联赛，组
委 会 和 运 营 方 重 新 设 计 了 赛 事
LOGO。LOGO中间是足球，四边
是宁波的市花——茶花的抽象变体
设计，底部是“宁波足球超级联
赛”和英文简称——NSL。同时，
今年联赛的新口号是“不止于足

球”，将着力于把这项赛事打造成
“足球盛宴”，吸引更多市民一同参
与这项赛事，感受足球给大家带来
的快乐。

在发布会上，组委会还举行了
分组抽签仪式。A组球队分别为鄞
州康发、余姚腾宇、东钱湖凯通、
北仑飘逸、梅山义腾队；B组球队
分别为宁海蒙恩、奉化南方机械、
高新峥嵘、慈溪 8848、象山大目
湾新城队；C组球队分别为杭州湾
绿澄联 DP、大榭银博、海曙百旺
威视、镇海中欣、江北聚心队。

推出新LOGO，举办青少年“小甬超联赛”

新赛季甬超联赛变化多

图为抽签仪式上各球队展示队服。 （胡龙召 摄）

刘小波

时隔十九年之后，林兆华重排
自己的《三姐妹·等待戈多》并开
启全国巡演，不免让人有所期待。
在宁波的演出开场后不久，弗拉基
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便上台，开始了

《等待戈多》 的演绎。只是两个流
浪汉一开口便觉得不对劲，他们似
乎不是从 《等待戈多》 中走出来
的，身上没有那股混不吝的劲儿，
那种对无所谓无所谓的态度，即便
有也是演出来的，不是人物自身的
性格展示。这种怀疑一直持续到结
束，当三姐妹开始大段讲述各自经
历的时候，给人的感情就像没有蓄
满水的水库，当开闸放水时景象就
不够壮观，不能让观者激动惊叫。

《三姐妹》 的原作有四万多
字，如果还原成舞台演出需要三个
小时左右，而当晚的戏再融合了两
部戏之后也只有匆匆的 105 分钟。
为了能够展现两部戏的精髓，大幅

度的删减台词和运动量就是必需
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部戏：形
销骨立，茕茕孑立。

太快了之后，对白是直达内心
了，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感动，去
用自己的感受将生硬的句子堆砌起
来时留下的那些空隙填满。现代派
后现代派的文学作品首先要建立一
个自己的时空观，在这个时空中，
人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变身成大甲
虫，也可以创造出一个错乱的混杂
时空，还可以出现永远不会看到重
复页面的书。至于如何创造，其实
很简单，直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创
造的时空和人物就行，没有理由，
没有逻辑。但这之后，一切故事的
演进就需要精细的细节和缜密的逻
辑去推进，让人去真正完全地进入
你创造的那个世界。对，现代主义
文学最大的解放就是可以去自在自
为地创造世界。作为现代派文学鼻
祖的契诃夫和现代派文学集大成者
的贝克特，它们的代表作 《三姐
妹》和《等待戈多》就符合这样的
文学特点。

《等待戈多》 其主题在于表现
世界的荒诞和生活的无意义。而林
兆华的这版 《三姐妹·等待戈多》
中的两个等待者则将等待变成了一
件让他们感到无聊的事情，两位演

员的语气让人感觉不到舞台张力，
没有那股子疯劲儿，反而太过于执
著于生活的意义，等待戈多的意
义，这和原著通过表现等待的无意
义和等待者的不自知来表现生活的
荒诞并使人反观自身正相违背。原
著中确实都有这样的情节，两人几
次三番地想要给自己找点事做。只
不过当这些情节被从大段大段的无
意义台词中认真抽离出来后，原本
毫无生活希望的两个人变成了对生
活充满希望所以才来等待戈多的两
个人。确实，看过《等待戈多》原
著的人可以理解弗拉基米尔和爱斯
特拉冈在这个舞台上的对话 （林兆
华也坦诚自己没有改变两个剧本，
只是在结构上做了改变），可是人
是感情的动物，当缺少了那些无意
义的插科打诨后，两个等待者的人
物形象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从对世界无意义的认知滑向了寻找
意义并为之孜孜以求的知识分子。

没错，是知识分子，可能林兆
华正是从这两个字身上找到了将两
个戏融合起来的结合点。两个流浪
汉还担任了《三姐妹》中两个角色
的演出，这种感觉就更加具有强迫
性。

《三姐妹》 无疑是描述知识分
子的戏，她们有自己明确的憧憬，

并且其中的人物也在不断地重复着
未来会更美好的话语，整部剧有着
明确意义指向性。这和 《等待戈
多》的内涵其实是相通的。但是似
乎林兆华将两者硬是扭了个弯，将

《三姐妹》 的意义指向强加到 《等
待戈多》上，又将《等待戈多》的
外在表演的无意义形式内化到了

《三姐妹》 中 （当生活缺少了必要
的烟火气，只剩下形销骨立的喟叹
之后，意义也变得无意义起来）。
由此，内容变成了形式，形式变成
了内容。知道两部戏精髓的自然明
白，不知道的则离两部戏所要表现
的主题越来越远。

演出结束谢幕时，饰演小女儿
玛莎的女演员不经意间擦去自己流
出的泪，我不知道这泪水是因为对
剧中人物命运的感同身受，还是为
自己的精彩演出。确实，演员可能
就在为剧中人物的命运而流泪，因
为原著用厚实的生活和对白铺陈出
三姐妹希望生活更美好但又无法让
生活更美好的悲凉结局；也应该为
自己的精彩演出感到欣慰而流泪，
因为这就是导演希望的效果，将血
肉抽离，只留一副坚硬的骨架矗立
在观众眼前。

（本栏目欢迎赐稿。投稿邮
箱：yxq@cnnb.com.cn）

消解意义还是寻找意义？
——评话剧《三姐妹·等待戈多》

1月29日，工作人员清理在
五号墓墓主足部发现的玉器。

近日，海昏侯墓园五号墓主
棺文物提取工作接近完成。经过
数日细致工作，考古人员从主棺
内提取出百余件珍贵文物，其中
韘形佩、玉剑彘等一批深埋地下
两千多年的精美玉器重现世间。

此前专家在五号墓中清理出
一枚刻有“刘充国印”字样的铜
印，结合此前刘贺墓中出土的木
牍及《汉书》等文献记载，推断
五号墓墓主身份为刘贺长子刘充
国。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海昏侯墓园
提取出精美玉器

据新华社莫斯科 1 月 27 日
电（记者王晨笛） 国际奥委会 27
日正式批准了 169 名俄罗斯运动
员参加于2月9日在韩国平昌开幕
的冬奥会。但这份来之不易、曾
包 括 500 人 的 名 单 已 经 大 幅 缩
水，大部分俄罗斯冰雪运动名将
被排除在外，而即使有幸能够参
加比赛并获得冠军的运动员，也
不会看到俄罗斯国旗、听到俄罗
斯国歌。

俄罗斯奥委会第一副主席波
兹尼亚科夫当天接受俄罗斯媒体
采访时表示，国际奥委会当天已
经将俄方提交的 169 人名单中所
有运动员的个人信息录入系统，
这些运动员将很快能够收到国际
奥委会发来的认证。

本月 25日俄奥委会公布了一
份符合国际奥委会标准的最终参
赛人员名单。在这份 169 人的名
单中“新人、小将”居多，“主
力、老将”却屈指可数，仅包括
2014 年索契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
平行大回转冠军维尔德和女子组
季军扎瓦尔津娜、速度滑冰名将
格拉芙、花样滑冰名将博布罗娃
和 2015年莫斯科短道速滑世界杯
1500 米冠军叶利斯特拉托夫。然
而，短道速滑名将、冬奥会 6 金
得主维克多·安、越野滑雪世界
冠军乌斯秋戈夫与冬季两项世界
冠军希普林却因兴奋剂问题被排
除在名单之外。

据报道，俄罗斯最初提交至
国际奥委会的名单中包括 500 名
运动员，但经过国际奥委会数次
删 减 后 只 剩 现 在 的 169 人 。 在
2014 年的索契冬奥会上俄罗斯共
派出225名运动员参赛。

众多名将的缺席将为俄罗斯
的平昌之行带来巨大损失。据塔
斯社分析指出，首先，竞速类冰
上项目受冲击最大。冬奥会 6 金
得主维克多·安的缺席使得俄罗
斯的短道速滑队失去了主力，目
前仅能依靠叶利斯特拉托夫冲击
奖牌；男子 1500米速度滑冰世界
纪录保持者尤斯科夫与 500 米世
界纪录保持者库利日尼科夫也未
被允许参加冬奥会；索契冬奥会
女子速度滑冰 500 米亚军法特库
利娜则因兴奋剂问题被取消奖牌
终身禁赛，格拉芙将冲击奖牌。

花样滑冰方面，名将斯托尔
波娃和克里莫夫被排除在名单之
外，俄罗斯在花滑项目上冲击奖
牌的重任落在了女子单人滑小将
梅德韦杰娃和扎吉托娃身上。今
年18岁的梅德韦杰娃在2016年和
2017 年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和
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上夺得冠
军，而 15岁的扎吉托娃则在今年
刚刚夺得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冠
军。

越野滑雪世界冠军乌斯秋戈
夫与冬季两项世界冠军希普林的
缺席也使得俄罗斯在这些项目上
将无主力可用。尤其在冬季两项
方面，由于希普林、沃尔科夫等
多位俄罗斯名将被排除在名单之
外，使得参加该项目的俄罗斯运
动员仅剩4人。

国际奥委会当天公布了对俄
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要求，首先，
参赛人员要使用“来自俄罗斯的
奥林匹克运动员”名义，这一要
求同样适用于他们在社交网络上
的表态。其次，运动员禁止展示
国家标志，只能穿着带有国际奥
委会标志并经过许可的服装。另
外，运动员在发表公开言论时应
避免与国歌、国旗有关的语句
等，不得参加“替代性”的颁奖
仪式。

不过，波兹尼亚科夫此前表
示 ， 虽 然 这 169 名 运 动 员 要 以

“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名义参加冬奥会，但是他们仍然
代表着俄罗斯的国家荣誉。尽管
俄罗斯已经做出了全部努力，但
是仍有大部分俄冬奥会名将不能
被纳入这份名单。

波兹尼亚科夫说，虽然这份
名单已经出炉，但其中所包括的
运动员仍然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前
往平昌参赛，“不过目前还没有人
表达过不参赛的想法。”

国际奥委会在2017年12月以
“系统性操纵反兴奋剂工作”为
由，禁止俄罗斯以代表团形式参
加 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允许符
合条件的运动员以“来自俄罗斯
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名义参赛，
不过国际奥委会必须检查他们的
过往兴奋剂检测记录，并判断他
们与其他使用兴奋剂行为有无潜
在联系。

169名俄罗斯运动员
获准参加平昌冬奥会

昨日，余姚市旗袍协会举行 2018余姚市旗袍礼仪大赛决赛。60位
选手和7个团体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美妙动人的旗袍盛宴。

（吴大庆 摄）

余姚上演旗袍盛宴

据新华社开罗 1 月 27 日电
（记者郑凯伦）“中埃出版论坛暨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阿文版首发
仪式”27 日在第 49 届开罗国际书
展期间举行，将首批 20 种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作品阿文版推向埃及
市场。

宁夏人民出版社与宁夏智慧
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的
20 种作品包括马宇桢的散文集

《关于温柔的消息》、泾河的诗集
《青马》等。

宁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何志
明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批作品集中
展示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和
少数民族生活，阿文版的出版可以
让更多阿拉伯世界读者了解当下
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和中国
的民族政策，为双方合作奠定互信
基石。

一年一度的开罗国际书展始
于 1969 年，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书
展之一，同时也是全球阿拉伯语图

书的重要展销场所。本届书展于
27 日在开罗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将持续到 2 月 10 日。来自 27 个国
家的逾850家出版机构参加展览。

记者在书展现场看到，本届书
展的中国元素相比往届更为突出：
集中展示中国图书的“中国书坊”
占据了会场一块重要场地，展销
500 多种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经
济的阿语书籍和 200 余种中文教
材。许多埃及民众在此翻阅、选购
心仪的图书，收银台前不时有人排
队。

在埃及艾因沙姆斯大学中文
系就读的大二学生拉希达在“中国
书坊”内志愿担当导购。她对记者
说，向她咨询的埃及读者不仅包括
学习汉语的学生，有意前往中国旅
游以及单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
读者也有很多。“相比以往，中国图
书的数量和种类日益丰富，特别是
有关中国经济成就、反映中国现代
都市面貌的图书销路格外好。”

20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阿文版于开罗书展首发

据新华社伦敦 1 月 28 日电
（记者王子江） 中国选手汪士博 28
日在这里举行的世界砂板乒乓球锦
标赛决赛中，与队友黄俊刚苦战 5
局，最后以一分的优势击败对手，为
中国队第二次捧起了冠军奖杯。

在决赛开始之前，34 岁的直板
选手汪士博和 43 岁的黄俊刚当天
都连续闯过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
两道关口，比赛开始后，汪士博凭借
体力优势以 1511拿下第一局。黄
俊刚随后以 1513、1514 连下两
局将比分反超，第四局比赛中，黄俊
刚本来以 136 领先，只要再赢两
分就可以锁定冠军，但汪士博奇迹
般逆转，连赢9分获胜，22。

决胜局比赛，黄俊刚以 1410
拿到赛点，但汪士博再一次上演奇
迹，连拿5分以1514翻盘。这也是
继去年来自江苏的大学生严魏豪夺
冠后，中国选手第二次拿下这项比
赛的冠军。

汪士博赛后说：“这场比赛太困
难了，后面两局比赛都是反败为胜，
到了最后我所有的包袱都放下了。”

汪士博曾经在广东省队训练，
入选过国家青年队,两年前才开始
转战砂板乒乓球。

砂板是在木板上贴上一层薄薄
的砂纸，而非胶皮。与乒乓球相比，
旋转更弱，速度更慢，回合变多，所
以更容易上手，观赏性大大提高，再
加上对器材的依赖更低，十分有利
于普及和推广。

选手汪士博赢得
砂板世乒赛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