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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罗碧妃）第
四届浙江少儿戏曲“小金桂荟萃”暨第二十三
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浙江选拔决赛，
近日在桐乡落幕，宁波的小选手们收获了3个
金奖、6个银奖、4个优秀奖的佳绩，其中12周
岁的王欣妍还获得了角逐中国少儿戏曲“小梅
花奖”的资格。

“小金桂奖”是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为培养
戏曲未来接班人而设立的，与中国少儿戏曲

“小梅花奖”接轨。经过前期的初赛和复赛，共
有62名小选手进入本次“小金桂奖”的决赛，
宁波选手王欣妍以一曲尹派名段《五女拜寿·
奉汤》，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按照规定，

“小金桂奖”决赛的前8名将参加今年7月举
行的全国“小梅花奖”争夺。

王欣妍是海曙区石碶街道宸卿小学六年
级学生，从5岁开始，她就在市青少年宫戏曲
班、宁歌少儿艺术培训学校学戏，这些年来不
仅收获了多个戏曲类比赛的奖杯，还曾多次登
上中央电视台的舞台，包括参加央视戏曲频道

“快乐戏园”的录制、捧得央视“越女争锋”比赛
业余组银奖等。小欣妍经常在个人抖音号上
发一些学戏的小视频，目前已拥有3万多粉
丝。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一群以80后为主的年轻人，每周
四晚上聚在一起读《红楼梦》，两年时间读完了全书共80回，上
周日，这群“城会玩”的年轻人还举行了一场“红楼梦醒”合书仪
式。他们称这样的读书为“研读”。组织者之一贾志丽告诉记
者，一群人一起研读一本书，每个人对书中的内容会有不同的
想法，这种丰富性是一个人独自看书所体验不到的。

“红楼梦醒”合书仪式在江北一幢名叫“北鸣轩”的老房子
里举行，参加者是过去两年中因共读红楼而相识的一群书友，
他们组建了微信群“文创连萌”。当天女士们特意穿了旗袍或
长裙，装扮典雅。门口书桌上放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
《脂砚斋评石头记》（上、下），他们一起读的就是这个版本的《红
楼梦》，一旁还有“《红楼梦》中的女性主义”等讲座海报，两年的
研读中他们举行了5次关于《红楼梦》的专题讲座。现场还有
水果、饮料、糕点，都是参加者一起凑钱购买的。每个人都取了
和《红楼梦》相关的网名，朗读书中的片段，大家现场制作诗笺，
回顾两年来一起读红楼的点点滴滴，欢声笑语不断。

李文广是这个群的发起者，80后的他是个理工男，现在一
家培训机构当老师。他告诉记者，2017年初，他和几个喜欢看
书的朋友一起组建了这个微信群，看完一本书后会在群里交流
一下阅读感受，有人提议“我们一起看一本书吧”，这主意得到
了大家的赞同。那么读什么书呢？最后大家选定了《红楼梦》。

怎么读呢？众人商定每周四晚上一起读两个小时，每次有
人领读、讲解、主导大家一起讨论。“领读挺重要的，就是讲解书
中的典故、诗词，结合红学家的观点对书中人物进行讨论等。
这需要掌握好一个度，否则容易变成家长里短的聊天。”李文广
说，“两年来我们一共研读了77次，每次读一至两回，其间还举
行了5次专题讲座，参与人次达2000多。”

曾多次担任领读的贾志丽也是个80后，大学读的是中文

专业，现在一家企业从事行政工作。
她告诉记者，数年前在参加电台的一
次朗读活动时，认识了“文创连萌”群
的一个朋友，由此加入了该群。这个
松散型的读书群就是这样朋友带朋
友形成的，“我们经常举行各种阅读
分享、写作训练、朗诵等聚会。《红楼
梦》是读得时间最长的一本书，我们
是逐字逐句读下来的。我领读过四
五次，每次都提前做准备，找相关资
料，想好几个话题或观点，抛出来让
大家一起讨论。这和自己一个人看
书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也看过《红楼
梦》，看过刘心武、蒋勋等名家说红
楼，那都是单向接受的过程，而大家
一起研读会有很多观点的碰撞，这种
思想和观点的丰富性是独自看书体
验不到的。《红楼梦》的读者面非常
广，有些人对该书的精通程度远超我
的想象。”

贾志丽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结
交了一帮独特的朋友。“每次参加研
读的人并不完全一样，但核心的一二
十个人是固定的。我们举行过红楼
年夜饭、创意年会，排过关于红楼的
小品，这些研读的延伸活动让大家成
了好朋友。”

这个红楼研读还吸引了宁波大
学科技学院的林琳老师。由于自己
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红楼梦》的，当
从同事那里听说有这么个研读活动
后，林琳不仅参与了研读，给大家做
了红楼人物的讲座分享，还介绍自
己的学生来参加研读。“这样的阅读
方式很走心，两年中，大家不仅感受
文字之美，还进行情感的交流，获得
心灵的共鸣。吃喝玩乐的人生是很
空洞的，在物质生活获得极大满足
的今天，像这样的精神生活很重
要。”林琳说。

据了解，读完《红楼梦》后，接下
去这个研读群还会继续选书一起读，
初定是诗词方面的阅读分享。

每周一次读红楼 两年读完全书

“城会玩”

勇夺省少儿戏曲大赛第三名

12岁王欣妍
将角逐全国“小梅花奖”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 第2019055期：
01 06 11 15 19 31 10
3D 第2019127期：7 5 8
15选5 第2019127期：03 04 05 06 11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19055期：0 3 4 7 3 0 6
20选5第19127期：04 06 09 15 20
排列5第19127期：2 8 0 2 3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这群80后

大家一起读红楼。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