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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8日 星期四 广告
责编/楼世宇 顾华达 审读/胡红亚

美编/徐哨 照排/余佳维
文体 A17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昨天和今天，鄞州越剧团两台大戏
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作为“浙漾京城”第四届浙江戏曲北京
周展演的其中一项活动，鄞越此次带来的两台大戏分别是《红楼
梦》和《琥珀缘》。18年后再次晋京献演，对于成立50年的鄞越
而言，意义特殊，因为这两台大戏折射了该团50年来的传承创
新历程。

《红楼梦》是鄞州越剧团2017年新排剧目，演员阵容年轻靓
丽，服装和布景也颇具新意，剧中扮演贾宝玉的陈尔和扮演林黛
玉的陈梦薇都是中国戏曲学院越剧本科班毕业生。《琥珀缘》是
鄞越的原创保留剧目，根据1991年创排的《琥珀泪》改编而来，
由该团两位国家二级演员郑燕和刘婕领衔主演。

鄞州越剧团成立50年来，先后排演了60多台大型古装和
现代剧，荣获国家、省、市级大赛60多个奖项，并于1998年和
2001年两次晋京演出。“这次赴京的两部大戏，一部是经典重
排，一部是原创，都代表了鄞越目前的演出实力。希望能在北京
的舞台上绽放光芒，展现鄞州乃至宁波的文化形象。”鄞州越剧
团团长邵武说。

“《琥珀泪》更悲情，更有感染力，但现在的观众更愿意接受
大团圆的欢快结局，改编后的《琥珀缘》深受各方好评，显示了一
部剧历经28年依然具有生命力，也反映了鄞越人在传承过程中
探索创新的精神。”鄞州区文广旅体局副局长竺培勤曾担任鄞州
越剧团团长，对于戏曲的创新自然了如指掌。

作为鄞州唯一的专业剧团，鄞越也承担着公共文化服务功
能。近年来，通过市“天然舞台”、区“天天演”等惠民演出平台，
剧团一年演出140余场。随着“爱越吧”“艺起来”等公益培训平
台的推出，目前，鄞州有三四十支业余剧团活跃在城乡各地，涌
现了一大批青少年越剧戏迷和票友，这些都是鄞州越剧专业演
员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公益培训的成果。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
员 史琪） 由中国体育舞蹈联
合会主办的第17届全国青少年
体育舞蹈锦标赛15日至17日在
佛山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100
余支代表队的3000余名运动员
参加。我市年仅9周岁的郭恺
欣在比赛中获得一项冠军。

我市共选派4名选手参加了
这一全国最高规格的青少年体育
舞蹈赛事。郭恺欣在强手如林的
女子单人精英C组拉丁舞比赛
中，经过六轮残酷的淘汰赛和决
赛，最终战胜其他164名选手，夺
得冠军，这也是宁波第一枚全国
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女子单人
精英组的金牌。郭恺欣还同时获
得女子单人精英C组标准舞的第
五名。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陈皎宇）
昨日从德国慕尼黑传来喜讯：宁波体育运动
学校培养输送的射击选手徐源男和队友张
常鸿、刘禹歧一起获得2019年青年射击世
界杯赛男子气步枪60发团体冠军，1877.8
环的成绩打破了团体世界青年纪录。这也
是继去年青年射击世界杯夺冠之后，徐源男
再次获得该项赛事的冠军。

徐源男2000年出生，海曙区鄞江镇人，
上小学时被选进宁波体育运动学校。他在
2017年全国重点城市射击锦标赛上获得男
子小口径自选步枪3×40和男子气步枪60
发两项冠军，凭此入选国家青年集训队。
2018年3月在澳大利亚青年射击世界杯比
赛中，我市两名小将徐源男、王敏涛和陕西
选手李学智组成的中国队勇夺男子小口径
步枪3×40团体冠军。

今年3月中国射击队举行了本届青年
射击世界杯的选拔赛，徐源男在男子气步枪
60发比赛中位列总成绩第二名，由此获得
了通往慕尼黑的入场券。

此次青年射击世界杯赛，徐源男在资格
赛中以628.7环、排名第一的好成绩进入决
赛，并达到国际级运动健将标准。决赛中他
以228.6环获得个人铜牌。

鄞州越剧团第三次晋京演出
两台大戏折射50年传承创新之路

演员们在排练越剧《红楼梦》。通讯员供图

全国青少年
体育舞蹈锦标赛

9岁郭恺欣夺冠

青年射击世界杯

我市徐源男摘金

福彩开奖信息
6+1第2019082期：0 7 4 2 9 4 猪
七乐彩第2019082期：08 11 13 18 24 26 28 12
3D第2019191期：2 8 7
15选5第2019191期：01 04 09 10 12

体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19082期：06 18 20 21 31 03 04
20选5第19191期：04 09 13 16 17
排列5第19191期：2 5 0 3 4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郭恺欣在比赛中。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