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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张雅雯
林鑫）昨天，“国际博物馆日”，保国寺古建筑
博物馆推出“聆听保国寺北宋大殿的历史回
响”体验活动，邀请古建筑爱好者“登高”零
距离观摩千年前的北宋斗拱藻井，吸引了社
会公众及学生团体百余人参与。

活动参与者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利用升降机登高至保国寺北宋大殿阑额
上方位置，几乎以平视视角观看大殿的铺作
层，零距离欣赏大殿的“斗八镂空藻井”，甚
至可以看到藻井上隐约可辨的彩画痕迹。

“从下面看还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没
想到宋代斗拱的体量竟如此之大。”“太震撼
了，古代设计师真厉害！”“希望今后还能参
与这样的活动。”参观者们纷纷表示，这场活
动带来了一次非常特别且难得的参观体验，
让他们从近在眼前的建筑构件上切实感受
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匠心。

昨天，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研学教育基
地团队还走进洪塘中心小学，开展了“童心
向党”研学课程进校园活动。同学们在博物
馆辅导员的指导下，听取红船故事，搭建红
船模型，学习红船精神，欣赏了教育纪录片
《一只小船和一个大党的故事》。

动手环节，辅导员向同学们讲解了保国
寺北宋大殿中的精妙结构，引导大家体会其
中蕴含的工匠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共通之
处。美术兴趣小组的同学们还现场绘制了
一幅题为《童心向党——庆祝建党100周
年》的5米长画。

今年是保国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60周年，博物馆还将展开
讲座《穿越丹青赏古建》，临展《回眸千年
——从保国寺看10-12世纪中国建筑技
艺》，巡展《营建菁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建筑图展》，“思创营造
——2021高校古建论道之寻古画析古建”
等活动。

今明两晚，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带来的经
典越剧《西厢记》《五女拜寿》将在宁波大剧院连
演两场。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是省内最具代表性的越
剧团体之一，以清新靓丽的演员阵容、大气唯美
的舞台风格著称。

从1991年3月首演至今，《西厢记》一直是
浙江小百花的看家戏，是其“诗化越剧”风格的
巅峰作品之一。2013年，由茅威涛、颜佳、陈辉
玲、董柯娣等浙百原生代演员演出的《西厢记》
版本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封箱，之后，茅威涛的
学生、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蔡浙飞接过“张生”
一角。此次，来甬演出的《西厢记》即由蔡浙飞
领衔，国家一级演员周艳、朱丹萍、徐国芳及诸
多90后演员同台亮相。

提到《五女拜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
浙江小百花。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剧作家顾锡
东创作的《五女拜寿》一举将一批青春靓丽的越
剧演员推到公众面前。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五
女拜寿》成就了浙江小百花。

40年来，浙江小百花演出的《五女拜寿》获
奖无数，常演不衰，成为越剧观众百看不厌的作
品。浙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进入剧
团的年轻演员都要从《五女拜寿》演起。一出经
典之作，便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

明天晚上，蔡浙飞将与包括魏春芳、周艳、

保国寺博物馆邀公众
零距离看北宋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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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百花经典越剧
《西厢记》《五女拜寿》
今明两晚献演甬城

朱丹萍、徐国芳、陈海峰在内的中生代、新生代
演员带来全新的《五女拜寿》，以更加年轻、朝气
的阵容诠释这部角色丰富、冲突激烈、高潮迭起
的越剧代表作。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陈烨

《五女拜寿》剧照

《西厢记》剧照

参观者“平视”北宋斗拱藻井。
通讯员 周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