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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宁波 2020年3月3日 星期二 广告

因为疫情，象山影视城于1月
28日闭园，接下来的一个月也成
了武晓鹏“闭关”的日子。每天，
他宅在宿舍里“练手”，并把精彩
演出发到抖音里，与网友互动，就
这样度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

2 月 28 日，象山影视城开
园。考虑到游客的安全，武晓鹏
的演出从“喜楼”搬到了露天。当
天上午10:30，新年首场演出开
始，仅一方长桌，两名观众。

“当时挺意外的，真没想到还
有观众，原本以为不会有游客
来。”虽然只有两名观众，但武晓

鹏还是很开心的，他特意放慢了
表演节奏，希望让两位“包场”的
观众能看得更清楚些。

表演结束后，武晓鹏坐在表
演台前稍事休息，“我学艺的梦想
就是拥有自己的舞台。今天的舞
台虽然不大，但是这个梦想已经
在实现中，只要我一直坚持，相信
一定会拥有更大的舞台。”

冬日的阳光让武晓鹏感受到
一丝暖意，他说：“复工了就好了，
一切都要好起来了。”

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愿。记者
从象山影视城获悉，除了像武晓鹏

这样的民间艺人都已一一复工，目
前已有4个剧组陆续返象，将于近
期开拍；50余个剧组经线上对接，
已达成意向；待疫情结束后，还有
34个剧组要来象山看景，7个已预
约好场景的剧组将投入拍摄。

同时，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区13
家规上企业已全面复工，301家落户
公司复工率达100%，1970家落户
工作室中已有1760家复工，星光影
视小镇逐渐恢复了往日生机。

春暖花开，待你到来。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吴宙洋 张陆沁 文/摄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陈莹）记
者了解到，昨天开始，宁波图书馆分布在海
曙、鄞州、江北、北仑等地“天一约书”的6个借
阅柜，恢复无接触投递到柜服务。至于广大
市民关心的图书馆恢复开馆时间，则还需要
再等等。

恢复借阅服务的“天一约书”6个借阅柜
分别是：鼓楼站自助点（轨道交通鼓楼站东鼓
道 A出口旁）、樱花公园站自助点（轨道交通
1、3号线樱花公园站 E口）、中河路站自助点
（轨道交通1号线中河路站B口）、北仑图书馆
新馆自助点（北仑区中河南路288号）、万丰社
区自助点（江北区戚家耷路219号万丰社区居
委会门口）、轨道交通宁波大学自助点（轨道
交通2号线宁波大学站B口）。

据了解，“天一约书”工作人员为这6个借
阅柜恢复服务做了各种准备，具体包括：收回
信用借阅柜内图书至网借中心独立书库，收
回的图书一律用消毒柜消毒杀菌后，再收入
书库或发放至借阅柜；对恢复服务的每个信
用借阅柜进行消毒。

“天一约书”借阅柜出现在甬城已有两年
多了，很多读者已享受过它所带来的阅读的
便捷。读者从微信或支付宝端借书下单后，
宁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会找出被借阅的图书
投递到指定借阅柜，之后，读者凭短信密码取
书，全程无人员接触。借阅柜现场依然可以
进行借书、还书操作。

据悉，目前全市共有“天一约书”信用借
阅柜30个，除了上述6个，其余的借阅柜正在
调试中，不日也可开放使用。此外，宁波图书
馆方面还表示，快递送书上门服务也在积极
接洽中，争取早日恢复运营。

武晓鹏的老家是沧州吴桥，
中国著名的杂技之乡。他13岁
就开始接触古彩戏法，这是中国
特有的一种民间魔术，距今已有
2000多年历史，古称“幻术”。古
彩戏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大戏法，
一种是小戏法，武晓鹏表演的是
小戏法。

16岁时，武晓鹏在一间租住

的房子里，等候师父一周两次传
授技艺。房子的设施简单至极，
里面除了一张床，还有就是一面
大镜子。“每次师父来，都只教一
遍，之后就全靠自己对着镜子琢
磨练习。头一年里师父要观察你
是不是真心学艺，能不能忍受日
复一复这样枯燥的练习。如果哪
天你情绪崩溃了，那对不起，卷铺

盖走人。”
武晓鹏自幼酷爱传统民间艺

术，他是看着吴桥当地民间艺人的
绝活长大的。一开始，父母反对他
学练古彩戏法，可是见他如此痴
迷，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也正是
这份坚持，让武晓鹏熬过一年多的
考验期，得以成功拜师。5年后，
武晓鹏出师，开始闯荡江湖。

武晓鹏说，小戏法主要是看手
上的功夫，手要快。周围坐的都是
观众，表演者手里的东西要变得来
去自如，让观众看不出破绽，像“仙
人摘豆”“三仙归洞”“金钱抱柱”“空
盒变烟”“巧变鸡蛋”“平地砸杯”“木
棍自立”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每每演出时，武晓鹏穿得都近
乎极简，特别是手腕部分，他一定是
把袖子撸起来的，“这样才能让观众

看清楚我手部的每一个动作，体会
到中国传统幻术的神奇之处。”

一般的魔术表演只允许观众
坐在正前方，武晓鹏的表演可全方
位360度让观众近距离观看，有时
候观众都快贴身站在他身后了，他
都不恼。

一根筷子，两只碗，三个球，双
眼可见的道具，但武晓鹏表演的“三
仙归洞”就是可以做到在你眼皮底

下三个球来回变幻，找不出一丝破
绽。“我怎么就看不出里面的门道？
明明我的眼睛离道具只有30厘
米。”看过武晓鹏的表演，很多游客
都会有点小气恼。

“‘三仙归洞’的秘密全在手上，
一个字那就是快。历史记载的中
国传统民间戏法有320套，但目前
流传下来的仅有10多套。”这对武
晓鹏来说，是个遗憾。

复工，一方长桌两名观众

戏法，眼睛比不上手快

学艺，一张床一面镜子

“天一约书”6个借阅柜
昨起恢复借书服务

一方长桌，两名观众
象山影视城民间艺人武晓鹏复工后的首场演出

2月28日，武晓鹏“闭关一月”后，重出江湖。
武晓鹏，河北沧州人，今年24岁，韩派魔术第五代传人、“大活宝”陈

进才戏法的关门弟子。他最拿手的传统戏法“三仙归洞”，已被列为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

7年前武晓鹏出师，靠着这门技艺走南闯北。2016年，他在象山影
视城落脚，成了一名民间表演艺人。武晓鹏还记得，2019年2月6日，正
是大年初二，他早早换上演出服，象山影视城内的“喜楼”是他那几年演
出的固定场所，每次上台他总会“挑衅”游客：“比比到底是你们眼快，还
是我的手快。”手起手落间，还没等观众看清楚，武晓鹏指尖的小球早已
不见踪影，四周一片喝彩声。那一天，他连轴演出12场。

2020年新春，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武晓鹏“失业”了，他很想念观众
的掌声和呐喊声。

2月28日，影视城景区恢复营业，闭关一月的武晓鹏也得以复工。首
场演出的场景令他记忆深刻，那便是：一方长桌，两名观众。

武晓鹏在进行复工后的首场演出武晓鹏在进行复工后的首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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