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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首家音乐书店即将开业
3 月 17 日有多重好礼献上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胡燕） 宁波
新华书店集团的第一家专业性书店——宁波音乐
书店即将于 3 月 17 日开业。这家位于江北区宁波
音乐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内的书店将把书籍和音
乐有机结合，其引入的众多特色项目将使书店成
为一个互动式的音乐艺术体验空间。17 日开业当
天，还有众多好礼献给读者。
音乐书店的大部分书籍是有关音乐的，现有
品种约 8000 种，类别包括音乐理论、小提琴、大提
琴、戏曲、民乐等。而且，书店将定期举办音乐分
享会，邀请知名演奏家、音乐家到场与爱好者分享
音乐。据了解，开业当天，我市琵琶演奏家傅丹和
范慧英老师将主讲《琵琶零基础》，与到场的音乐
爱好者交流她们学习琵琶的心路历程。

钢琴作为最知名的乐器，也是音乐书店的主
要内容。17 日下午，波兰钢琴家莫古热塔·塞得
拉切克将在音乐书店讲解她的钢琴演奏经验。这
位波兰钢琴家受“宁波艺术留学广场”的邀请，
来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课程，参与其课程的
学生将在宁波喵音乐天猫乐器体验馆享受高端英
语钢琴教授课程，在学习钢琴技艺的同时还能学
习纯正的英语口语，以及欣赏国外钢琴家的音乐
会等。
喵音乐天猫乐器体验馆是宁波音乐书店的合
作伙伴，双方将不定期地在书店开展钢琴鉴赏会、
大师班体验课等，力图让更多人懂得钢琴，提高音
乐鉴赏能力。
除了欣赏音乐，音乐书店还将是一个音乐爱

好者一起“玩音乐”、分享音乐的地方，多种形
式的音乐派对欢迎各类音乐发烧友到场献上自己
的技艺。17 日晚，音乐书店将举行吉他演奏专
场，邀请爱好者一起欢唱。据介绍，以后，书店
还会定期举行乐迷之间的分享会，为乐迷们提供
音乐器材配置和茶水供应等，让大家在舒适的环
境中畅所欲言，结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朗读和吟唱中体会情感，可以使人对文
本、对音乐的理解更加深刻。为此，音乐书店还
将引入“365 朗读者计划”，即书店开业后，每天
19:00-19:30，欢迎市民朋友前往分享自己喜欢
的音乐或者朗读自己喜欢的作品，每人 3 分钟。
参与朗读者可以 7 折的优惠价带走一本自己喜欢
的图书。

翻译家林少华谈
村上春树新书《刺杀骑士团长》

朱枫、李敏、陈修良……

比尊严更重要的
是爱与悲悯

等你来取名

一台展现宁波女儿
红色故事的越剧

有人说，
村上春树屡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陪跑者，
是因为他的作品太畅销了，那些评委容易把他归到畅销
书作家之列。上周末，
村上春树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
团长》中文版正式上架才两天，首印的 35 万套就告售
罄。昨日，
该书的译者林少华先生来到宁波，
在位于和义
大道的三联书店·筑蹊生活小剧场内做了一堂讲座。
《刺杀骑士团长》是林少华翻译的第 42 本村上作
品，他对该书的解读是：
“村上是想表达，世界上有比尊
严更宝贵、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与悲悯。
”
翻译家林少华。

记者 周建平 摄

这是村上最有趣的一部小说
林少华说：“长篇小说就是一场等待。”
《刺杀骑士团长》是继《1Q84》之后，时隔七
年，年近七旬的村上春树出版的又一部长篇
小说。小说分为两部上市，第一部名为《意念
的显现》，
第二部名为《隐喻的变迁》。
2017 年
一登陆日本书店，
首发就达到了 130 万本。
村上的小说似乎永远都是从孤独的小
世界开始的，
《刺杀骑士团长》依然延续了这
种风格。
“这是一个没有脸的男人，来找一位画
家给他画肖像。”这个情境奇特的描写正是
《杀死骑士团长》的开篇首句。村上春树的
小说主人公“我”是一位 36 岁的肖像画家，

和妻子离婚后隐居在东京郊外。
小说背景被设置在一处隐秘的山谷，山
谷里面每天阴雨连绵，外面晴空万里。失意
的男性，独自生活的少年，无意间闯入神秘
领域的孤独人……村上笔下的每一位主人
公几乎都有此类特质，他们远离主流生活之
外，处于社会的边缘。不管怎么看，都可以
算得上是“孤独”的一类人。这正好切入了
当下许多人的心扉，让他们在书中感受到似
曾相识的情绪。
林少华总结道：
“ 村上的作品对现代都
市人的心理有一种抚慰力。这也是他作品
的迷人之处，
也是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吧。
”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房炜）
继话剧《张人亚》之后，由宁波市演艺集团
创排的第二个红色题材剧目——越剧《血
在沸》
（暂定）剧本提纲最终确定。该剧目
前已被列入 2018 宁波市文化精品工程重
点扶持项目。
据悉，越剧《血在沸》
（暂定）的剧本，将
从12位浙江女性革命家的故事中精选朱枫、
李敏、陈修良等 5 位宁波籍女性的革命历程
为主要内容展开创作，讲述她们为了理想、
真理，为党为革命英勇奉献，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终身的事迹，以及作为女性放弃柔
弱，放弃爱情，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
程。目前该剧已进入到剧本创作阶段。
记者了解到，
《血在沸》
（暂定）将于下
月完成剧本撰写，五六月份投入创排，
“七
一”建党日搬上舞台与观众见面。这也是
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成立之后，市演艺集
团整合演员资源创排的首个红色现实主义
题材剧目，同时将努力打造出一个精品剧
目，为参加 2018 年中国越剧节做精心准
备。
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 10 月至今《血
在沸》
（暂定）已推翻了多稿，从前期走访调
研到现在确定剧本提纲，主创人员们始终
都觉得
“血在沸”
这三个字还不能够体现出
宁波女儿为党为革命誓死拼搏的英雄气
概，为此向社会征集能完美诠释、概括该内
容的剧本名称，有意者请联系宁波市演艺
集团办公室，
电话：
0574—87285456。

小说“刺杀”的是内心的恶
《刺杀骑士团长》是林少华翻译的第 42
本村上春树作品。谈到翻译的体会，他说：
“翻译和婚姻一样，是一件需要相互妥协的
事情。”习惯用纸笔工作的林少华，5 点起床，
23 点睡，仅用 85 天就完成了该书的翻译，总
共 1650 多页。
“我在翻译中关注的是文体的
节奏感和字句的韵味，
也就是村上的风格。”
“翻译成中文，整整少了三分之一的篇
幅。”林少华说，
“这正是汉语的伟大之处，以
简洁明快为主要特色。”
林少华还透露，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小
说版权的费用非常高，大概每个字，包括标
点，至少要 25 元人民币。
相比于村上春树的其他小说，
《刺杀骑
士团长》中包含村上从来没有写过的家庭生
活，还有内心的自省、历史中的暴行和罪恶。

林少华回顾了村上写作史中的四部重
要作品，并将《奇鸟行状录》
《海边的卡夫卡》
《1Q84》
《刺杀骑士团长》形容成四招剑法
——
“第一剑，刺向体制之恶；第二剑，刺向
暴力之恶；第三剑，刺向邪教之恶”。而在第
四剑中，刺杀的是像水垢一样积聚在内心的
恶，是“深藏于自己身上的另一个自己，是本
源的恶，
平庸的恶，
无以名之的恶”
。
村上春树的小说，往往给读者留下一个
开放性的任意想象的结尾，而《刺杀骑士团
长》却给出了一个闭合结尾，林少华说自己
琢磨了很久才明白，
“我想村上是想表达：世
界上有比尊严更宝贵、重要的东西，那就是
爱与悲悯”
。
在林少华看来，这可以说是村上春树创
作中的一次升华。
记者 陈晓旻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 2018028 期：
红色号 03 08 11 14 18 23 蓝色号 16
15 选 5 第 2018065 期：
05 07 13 14 15 + 04 11
3D 第 2018065 期：
8 4 8

体彩开奖信息
6+1 第 18028 期：
0 1 0 4 3 4 8
20 选 5 第 18065 期：
07 09 12 14 15
排列 5 第 18065 期：
2 3 8 9 6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