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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陈科峰) 两米高
的“金猪迎福”彩灯已经完工，还有各种卡通造型的小
猪彩灯正在制作中。这几天，在鄞州区非遗馆里，鄞州
区彩灯扎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钱元康正在忙碌，他赶
制了一些猪造型的彩灯以迎接新春的到来。

钱元康是鄞州区横溪镇金山村人，金山上有着茂
密的竹林，俗话说靠山吃山，上世纪，村里许多人都以
制作竹篾制品为生。钱元康也不例外，13岁那年他进
了竹器厂，开始学习竹编技艺。1989年，钱元康创办
了鄞县金山工艺美术厂。从事工艺竹编的钱元康经常
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各类彩灯。后来，他还拜横溪镇栎
斜村毕玲华为师，学习各种彩灯的制作技巧。

蒸竹、去皮、裁条、扎灯架、扎圈、糊灯笼、晾干、彩
绘和描字是传统彩灯制作的九道工序，制作一盏彩灯
少则三四个小时，多则需几个月。如今会做这种民间
传统彩灯的手艺人越来越少了，钱元康做起彩灯来却
得心应手。他制作的彩灯很多，仅去年他就参加了20
多次彩灯展示会。钱元康最喜欢的一盏彩灯是梁祝走
马灯，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从设计、选材、制作到完
工，全部由他一人完成。这件作品还获得了2015年浙
江省民间灯彩大赛的银奖。

在表演的同时，苏俊颖也穿插介绍了台
湾布袋戏的相关知识。他说，布袋木偶在台
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妈祖祭祀活动
中酬神演出的常见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台湾
传统布袋戏主要传自福建漳州、泉州和广东
潮州地区。

1989年出生的苏俊颖从小就住在台湾台
南县善化镇庆安宫附近，在台湾每逢庙会就

有布袋戏的表演活动，童年的耳濡目染让他
对布袋戏情有独钟。他爱看戏也收藏各种布
袋木偶，加上他的绘画专长和过人的语言模
仿能力，十年前，他自创了布袋戏剧团，并
应邀到各地表演。从创作布袋木偶的造型到
舞台设计、道具制作，他都一手包办，常常
一人分饰多角进行表演，受到年轻观众的青
睐。 记者 陈爱红

传统木偶邂逅动漫
台湾布袋戏“老树发新枝”

“我要和‘天龙游侠’握手！”“这些布袋木偶真有趣！”1月23日上午，在宁波
庆安会馆里，动漫人物造型的台湾布袋戏“点燃”了庆安社区小朋友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80后的台湾著名布袋戏表演艺术家苏俊颖说，传统民俗文化的布袋戏也能
“老树发新枝”。

台湾布袋木偶分外吸睛

这次“走近布袋木偶——木偶戏专题讲
座及绘制布袋戏人偶亲子活动”是宁波庆
安会馆与台南善化庆安宫联合举办的“《掌
上风华》——台湾布袋戏人偶展览”的配套
活动。

首先出场的是一个小生，在他红色的长
衫外面还套着一件绿色短袍，苏俊颖介绍
说：“因为宁波天气冷，所以我们的小生要
穿两件衣服，里面的是文服，外面的是武
服，也说明了他文武双全。”孩子们的目光

一下子被这个小生吸引了。接着小旦也出场
了，她的手指头会动，还会用左手捋起脑后
的一束头发，用右手细细地梳理，孩子们目
不转睛地盯着苏俊颖手上的小旦。再来一段
传统武戏“关公战蔡扬”，只见苏俊颖手上
的关公与蔡扬杀得难解难分……展示完了传
统的木偶戏后，最后出场的是动漫造型的青
年才俊——天龙游侠和大反派——棺中人魔
的斗法，他们从台上打到了台下，孩子们欢
呼雀跃。

80后接力传统文化的传承

孩子们争相和“天龙游侠”握手。 王进 摄

非遗传承人
巧手制“金猪迎福”彩灯

钱元康（中）在教前来体验彩灯扎制技艺的市民，在
他背后的就是“金猪迎福”彩灯。 陈科峰 摄

福彩开奖信息

体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19010期：03 07 24 25 27 02 12
20选5第19023期：11 13 14 17 18
排列5第19023期：6 6 1 5 3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3D第2019023期：7 6 7
七乐彩第2019010期：03 07 18 19 25 26 30 22
6+1第2019010期：1 2 9 0 7 1 蛇
15选5第2019023期：01 06 08 10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