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14日 星期一 广告
责编/郑娅敏 任晓云

美编/雷林燕 照排/陈鸿燕
文化 A13

公益信息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5月21日 星期一
海曙 高桥镇：君勤、天城沥青制品（8:30-15：30）古林镇：

逸泰、富拓机械、晟福、再上、章鑫、振汇、经合社、东兴、凹凸、华
汇、新拓、宁一、新达、力达、华海、汇兴、东方、昌盛、陈横楼村一带
（8:30-15：30）高桥镇：先锋（8:30-15:30）

江北 孔浦街道路林村张家（08:30-14:30）
5月22日 星期二

海曙 黑马电子（09：00-15:00）高桥镇：安雅迪光电科技、
帆翔服饰、航天旅游玩具厂、开浩塑料制品、永旺塑胶、集士港协
鑫模具塑料厂、自由者汽车部件、乾盛工艺品、公路管理段、卖面
桥村一带、城综集士港一带（8:30-16：00）同丰阀门厂、麦克潘特
电动工具（08：00-15:00）

江北 中铁城建、通益房产（08:30-16:20）精达机电、良基
电器、管委会3#临变（8:00-16:00）慈城镇夏家庄、东门村夹田桥
自然村、农业工作服务中心、诚业五金管件厂、东门村排涝站、城
乡建设管理局（8:00-15:50）

5月23日 星期三
海曙 高桥镇：天港、迪泰、天元、佳乐手袋、上宁、华茂、博泰

（8:30-15：30）石碶街道：捷时进出口、豪门装饰、栎社村菜场公
变、华兴五金、联丰村、忻杰燃气、欣杰燃具、永博铜业、忻杰智能
仪表、栎社幼儿园、远华印务、汇茂包装印务、绿雅日用品、中原机
床、华兴五金、星光周公宅村、星光村、星光庙前公变、星光上店公
变：宁阳（7:00-13:00）高桥镇：望江村8号公变（8:30-16：00）

洞桥镇：罗家漕村等一带停电，和邦工艺品、新创纸塑、罗家漕村
经济合作社（8:00-15:00）

江北 华东轻纺城(8:30-14:30)华诚路灯箱变、和兴编织
（8:00-16:00）慈城西河沿村部分用户、白鹤山村、观庄村老鼠
山、中国人民解放军92602部队、江北发展中心收费站、古城粮油
公司、机械锻造厂（8:00-15:50）

5月24日 星期四
海曙 中信白云小区部分居民（09：00-16:45）古林镇：蜃蛟

村蜃蛟一带（8:30-16：00）横街镇：凤岙村一带（8:30-16：00）鄞
江镇：双力金属软管、新聚茂塑料工贸、澳德莱地毯、江一兴金属
制品、利祥缝纫机零件厂、四联宏达玻璃、永宇玻璃制品。（8:00-
15:00）

江北 马径穆家、穆家晒场（8:00-14:00）
5月25日 星期五

海曙 屠园巷小区居民（09：00-16:45）古林镇：礼嘉桥村方
家耷一带、苗瑞、华富、神乐、培垒达、亿美、华尔、欧特家居、高铭
（8:30-16：00）集士港镇：董家桥村一带、望春工业园区（8:30-
15：30）鄞江镇：悬慈村一带停电，悬慈5号公变、鄞江镇人民政府
（8:00-15:00）石碶街道：石碶村工业区、福来顿商务酒店、欧一
泰服饰、瑞丰酒店、石碶世纪家园小区（8:30-16:00）

江北 慈城镇南联水库（8:00-15:50）
增加：

5月14日 星期一
海曙 高桥镇：博日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湾新区 富民村部分地区、应裕乔专变（9:00-16:00）
5月15日 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 富民村5号台区（8:00-12:00） 富民村17号
台区（13:00-17:00）

5月16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 庵东镇人和西街（8:00-12:00）

5月17日 星期四
海曙 古林镇：戴家村一带、葑水港村一带、开诚生态技术、

华纳时装、伊司达洁具、鄞奉氮化厂、奇海特种纤维、普玛德电器
科技、欧司卡纺织品、东西芳家纺用品设计，古林镇：高铭金属制
品、顺宇服饰印花、黄古林工艺品、开诚工艺品、高桥镇人民政府
(路灯)（5318070856）（8:30-15：30）

杭州湾新区 中实强磁（8:00-14:00）
5月18日 星期五

杭州湾新区 嘉思电气（8:30-15:30）
取消：

5月15日 星期三
海曙 海怡花园小区（09：00-16:45）

5月16日 星期三
江北 西江石桥（8:00-15:00）

5月17日 星期四
江北 压力容器检验所（8:30-16: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房
炜） 5月12日和13日，被业内专家一致
认为是“中国民族歌剧现实题材创作的上
乘之作”的宁波首部民族歌剧《呦呦鹿鸣》
再度晋京，献演北京国家大剧院2018歌
剧节。

《呦呦鹿鸣》自2017年 5月首演以
来，以其真实质朴的故事、优美动人的旋
律和自然清新的表演，受到业内专家和广
大观众的广泛关注。先后入选浙江省迎
接党的十九大优秀作品展演剧目、第十九
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和每四年举办一届的
中国歌剧节，并在歌剧节全国七十余台歌
剧中位列前十而晋京展演。

宁波市演艺集团董事长邹建红兴奋
地告诉记者：“宁波这个毫无歌剧创作经
验的城市，创排的首部歌剧，居然连续攀
高，荣登国家最高艺术殿堂，北京的观众
们又如此喜爱，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努
力得到了承认，这是宁波的骄傲！”

据悉，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不少北京媒
体的兴趣，想要深入了解《呦呦鹿鸣》创排
背后的精彩故事，如中国广播交通台《周
末fun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名人
坊》《优生活》，新浪《明星畅聊会》，千龙网
《直播访谈间》，人民网《光影人生》……从
5月6日开始至开演前，主演吕薇、宁波市
演艺集团董事长邹建红、导演廖向红等主
创团队成员一边抓紧时间排练做好演出
前的各项工作，确保演出的成功，另一边
要兼顾媒体采访，忙碌奔波于各个直播间
做访谈节目，畅聊《呦呦鹿鸣》那些不为人
知的故事。

弃医从文的作家很多，毕淑敏曾经是心理医生，
余华曾经是牙科医生，著名作家鲁迅当年也是学医
的，“是的，罗大佑也曾经是医生，他虽然不是作家，
但他写歌词也是一种创作。卡夫卡也是医生，冯唐也曾
是医生……”说到医生作家，阿丁罗列了一大串。

至于这其中的原因，阿丁认为，人的生死最能刺激
人的思维。“做过几年临床医生后，见惯了生死和病痛，
一个人的思维与一般人会不一样，容易走向写作。”

开始写作后，阿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尾狗》就出
手不凡备受好评，之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我要在你坟
前跳舞唱歌》，以及短篇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终》《胎
心、异物及其他》，随笔集《职业撒谎者的供述》等。

但阿丁至今没有加入作家协会，他自称是野生写
作，所谓“野生”，就是没有组织的人。对此，他说：“我骨
子里是个追求自由的人。”

阿丁让自己保持自由、纯真的写作状态。“如果你真
想写作，别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我觉得写作就是
灵魂的需要，而不是说通过写作能获得什么。纯正地写
作的话，就要做好受苦的准备，做好像理查德·耶茨一样
死后才被人发现的准备。”阿丁说。

昨晚，70 后实力
派作家阿丁带着自己
的新作《厌作人间语》
来到宁波枫林晚书
店。黑 T 恤、休闲短
裤，阿丁一身随意的装
扮，一如他对自由的追
求。这位特立独行的
作家，曾经是医生，后
来开过诊所，也做过新
闻记者和编辑，最终认
定自己天生就是一个
“死写小说的”。做了
作家，出了多部文学作
品，他却又拒绝加入作
家协会，“写作就是灵
魂的需要，别指望着通
过写作来获得什么。”
他说。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想靠纯文学生存，无疑
是艰难的，而且阿丁又是“野生”的，无论是作品的发表还
是推介，都没有外力可以借助，幸好阿丁会画画。从没上
过正规的美术培训，仅仅是喜欢，阿丁在写作的同时开始
了画画，而且走出了一条以画画养写作的路子。

阿丁说，“写作和画画这两件事我都喜欢，但更看重
写作。写作多少要严肃些，算事业，我会在写作上倾注
我秘而不宣的野心，但画画不会。画画对我来说是个很
愉悦的事，一块白布经过我的一番涂抹，有了风景，有了
某种意义，甚至还能卖钱，我就很开心。”

至于画画的无师自通，阿丁认为其实绘画老师还是
很多的，比如，偶然驻足看到墙上的涂鸦也能学两手，更
别说看那些大师们的作品了。他还总结出画得好有两
点，一是跟他学过解剖有关，画人体比例等特别准；二是
喜欢胡思乱想，爱瞎画，画开心了为止。

阿丁新作《厌作人间语》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他接续
了鲁迅、尤瑟纳尔、芥川龙之介等名家重述经典的传统，
以《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为底本进行了一次再创作。书
中故事或惊悚、或温暖、或令人唏嘘……阿丁用克制、准
确、精到的文字为这些故事打上了鲜明的个人风格烙
印，令其生发出了别样的光彩。

“在世界短篇小说殿堂中，‘聊斋’的成色不输于其
他作品。它虽然是古汉语写就并成书于清代，但字里行
间有超越时代的光芒，比如对个体自由之憧憬、对女性
之尊重等，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重述聊斋’是我

认为的向蒲松龄先生致敬的最好方式。”这是阿丁
的创作初衷。

书名“厌作人间语”源于清朝诗人王士祯写给
蒲松龄的一首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
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阿丁
特别喜欢这首诗，“蒲松龄借狐仙鬼怪说了很多
真话。你发现没有，你和有些人会没法沟通？
虽然我们说的都是人话，但人话与人话之间区
别很大。” 记者 俞素梅 文/摄

谈新作 向蒲松龄致敬

谈画画 很愉悦能治愈

谈“野生” 骨子里爱自由

《呦呦鹿鸣》荣登
国家大剧院歌剧节
被誉为“中国民族歌剧
现实题材创作的上乘之作”

▶

阿丁接受记者专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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