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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残疾人射箭锦标赛上夺冠

宁波神箭手周佳敏
获东京残奥会资格
68 年前的合影（
前排中间穿深
色衣服者为徐
传

均）。 受访者
供图

在同样的位置上
再拍一张。
记者 周建平
摄

本报宁波解放 7
0 周年报道
让老人重拾 68
年前老照片

此楼此景俱在，
同学你可安好？
平生最忆处，中山公园逸仙楼！昨天，86 岁的徐传均老人特意
来到位于中山公园内的逸仙楼，向记者展示了他 68 年前在这里拍
的一张老照片，
“今年是宁波解放 70 周年，晚报近期的系列报道勾
起了我的回忆，1951 年我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参军的，班长带领同学
们一起拍了一张合影为我们送行。不知道照片中的同学们现在都
在哪里。”老人的话语中满是回忆和情怀。

为参干同学送行 留下合影
记者看到，这张老照片以一幢老楼为背景，上方横幅上写着“欢送第二届
参干同学留影”，老楼的廊柱上挂着有“文化馆”字样的单位门牌，徐传均和另
两名同学胸戴大红花，贴地坐在正中间，其他 29 个同学围绕着他们。
“我是地
道的宁波人，那年还不满 18 周岁，在月湖边的现宁波市第二中学读书，我们那
个班叫初春二班，
班上同学小的 14 岁，
大的十七八岁。当时为了打赢抗美援朝
战争，
国家发布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
决定》。所谓的
‘参干’
，
就是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学习，
在全国初中二年级以上
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及高小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中招生。当时大家报名很踊
跃，
最终，
我们班上共有三个同学，
我和王正芳、蔡世娥，
被批准参干。消息公布
后，
那天是 1951 年 7 月 10 日中午，
班长卢先达带领同学们到这里一起拍了张照
片，
给我们三人送行。
”
徐传均拿着照片向记者介绍。
记者看到，眼前的逸仙楼除了廊柱上新增的鎏金对联和陈列馆、研究院等
单位门牌外，木格窗门、石台阶等都与照片中并无二致。
“台阶中间的这块大石
板好像换过了，当初拍照的时候，我就坐在这块石板上。”徐传均说，
“当时市文
化馆、市图书馆都在这里，我们经常来借书看。拍照那天，我们是走过来的，从
二中走到逸仙楼。”
据介绍，拍完照片的第二天，徐传均和参干的学生们一起，从江北坐大汽
车出发去了杭州，在杭州经过进一步的体检，他被分配到了南京汤山第三炮兵
学校。1954 年底毕业后，徐传均先后在河北栾城、大连夏家河子、沈阳、本溪等
地的部队工作，曾于 1954 年在北京天安门参加过国庆 5 周年的大阅兵，经历非
常丰富。

本报讯（记者 邹鑫） 记者昨日获悉，在荷兰举行
的 2019 世界残疾人射箭锦标赛暨东京残奥会资格赛
上，经过多个比赛日的角逐，宁波射箭运动员周佳敏
与队友携手，勇夺复合弓女子团体和复合弓混合团体
两枚金牌，她也获得了 2020 年东京残奥会的参赛席
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复合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
236 环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一成绩仅比健全人世界纪
录少了 2 环。周佳敏更是打出了满环 80 环的优异成
绩，
为团体夺冠立下大功。
据了解，周佳敏在这个奥运周期一直保持着良好状
态。在不久前的天津全国十残会射箭比赛中，她代表浙
江队获得女子团体、混双等 4 个项目的银牌。
周佳敏出生于 1990 年，家住奉化锦屏街道南门社
区。因先天原因患有右下肢残疾，然而她不向命运屈
服，用最积极的态度面对一切。一次机缘巧合，在 2013
年宁波市坐式排球比赛中，从没受过正规训练的周佳敏
为了“凑满队伍人数”参赛。当队友面对对手的刁钻进攻
放弃防守时，她却还在全力拼抢。这种顽强的精神被著
名射箭教练邵淑芬看在眼里，后来邵教练把她招入了浙
江省残疾人体训中心射箭队。
2015 年 5 月，周佳敏参加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
获得女子复合弓团体铜牌。同年 10 月，她参加了在德国
举行的世界残疾人射箭锦标赛，获得女子个人复合弓 W2
级淘汰赛第四名。
2016 年，周佳敏迎来“高光时刻”——踏上里约残奥会
赛场，并实现了金牌梦想。在复合弓混合团体决赛中，她与
队友艾新亮发挥出色，以稳定的表现力压英国队夺冠；在复
合弓女子公开级淘汰赛决赛中，周佳敏一箭定乾坤胜出夺
金。

改编自白朴的元杂剧代表作

昆剧《梧桐雨》在甬上演
本报讯（通讯员 王强 记者 俞素梅）“春风桃李花
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近日，来自昆山当代昆剧院的
《梧桐雨》在宁波逸夫剧院上演，用昆剧演绎了元杂剧中
著名的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
元杂剧四大家之一白朴的代表作《唐明皇秋夜梧桐
雨》，取材自白居易的唐诗《长恨歌》，雨打梧桐，唐明皇
思念马嵬坡殒命的杨贵妃，无限怅惘。此剧开启了清代
洪昇《长生殿》
“闻铃”
“ 迎像哭像”及“月宫团圆”的情节
设定。因此，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在戏曲史上具有承上
启下的重要作用，剧中的悲剧意识，更是被王国维称为
“沉雄悲壮，
为元曲冠冕”
。
《梧桐雨》是昆山当代昆剧院重点打造的原创作
品，改编自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它保留了元杂
剧“四折一楔子”的剧本结构，分别为《定盟》
《楔子》
《奏
舞》
《陨玉》
《听雨》。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剧罗周整理改
编，昆剧名家柯军执导，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担
任艺术指导，强大的主创团队保证了该剧专业、严谨的
艺术品质。主创人员秉持
“以昆曲激活元曲”
的创作理
念，
结合元杂剧与昆曲的各自优势，
在文本、音乐、表演
等方面做出了审慎的创新发展。
当晚的演出阵容由王盛、许丽娜、王婕妤等昆山
当代昆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组成，昆曲名家钱振荣在
后半场饰演唐明皇一角。钱振荣戏路宽广，唱腔流
畅，尤善大官生。他扮演的唐明皇雄浑有力，音色通
透，将角色激愤、懊悔、无力的人物情感演绎得真实
细腻、感人至深。

同窗阔别近 70 年 期待相会
戎马倥偬 20 多年，
徐传均于 1976 年 7 月转业回到老家宁波。
“将近 70 年了，
照片中的同学后来我都没怎么见过，
他们有一部分继续读高中、
大学，
其中有一位
成了武汉大学教授，有一位去了外交部工作，可惜更多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消
息。
”
徐传均说，
“同学们现在都已年届八旬，
如果能看到这张照片，
肯定会非常激
动。转业回到宁波后，每年的 7 月 10 日，我都会到当年合影过的台阶上来看一
看、
站一站，
真希望有同学能前来相会。非常欣慰逸仙楼还在原地耸立，
这是我参
军出发的地方，
我的命运就此发生转变，
这楼、
这台阶，
安放着我的青春记忆。
”
真是出走半生，归来还是少年心！徐传均老人的讲述深深地感染了记者，
昨天，记者在逸仙楼的石阶上，给他又拍了一张和当年一样造型的照片，希望徐
老的同学们能够看到。
记者 俞素梅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 2019067 期：
04 06 08 11 30 33 11
3D 第 2019155 期：
0 5 0
15 选 5 第 2019155 期：
03 06 09 11 15

体彩开奖信息
6+1 第 19067 期：
6 0 4 3 5 9 7
20 选 5 第 19155 期：
05 09 10 17 20
排列 5 第 19155 期：
0 8 1 1 6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