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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9日，厦门市台湾艺术
研究院和厦门市金莲升高甲剧
团，在育青路金莲升曲馆联合举
办了两岸高甲传承交流活动。活
动特邀台湾新锦珠剧团来厦，与
厦门市金莲升高甲剧团合作演
出《重台别》等折子戏，延续两
岸高甲戏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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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合作演出中，金莲升
高甲剧团团长吴晶晶和新锦珠
剧团第三代艺师陈锦姬，联手呈
现了经典高甲戏《重台别》。据
悉，
《重台别》是《二度梅》之一
折，
讲述了唐代梅良玉与陈杏元
二人深通诗词，订下姻亲，却遭
遇暗算，
而后盟誓告别的故事。
悲伤的故事，低沉的曲调，

这一由两岸高甲戏演员共同演
绎的曲目，打动了现场的每一名
观众。陈锦姬说，这次合作意义
深刻，既是一次交流，也是一次
很好的学习机会。
“两岸高甲戏风格有异，金
莲升剧团是专业剧团，身段更细
腻，基本功更扎实，值得我们学
习。”陈锦姬说，希望通过此次
交流演出，让两岸共同传承高甲
戏等中华传统文化艺术，
“未
来，我们将争取寻找更多机会，
让剧团的年轻人来大陆学戏”。

团，是目前台湾硕果仅存的高甲
戏剧团，其获新北市授证高甲戏
保存团体。长久以来，他们靠着
自己的坚持，使得高甲戏的火苗
未在台湾熄灭。
67岁的陈廷全，是新锦珠剧
团的团长。据他介绍，他的祖上
来自南安，家族世代传唱高甲
戏。目前，剧团主要演员都是家
族成员，已传至第四代。“我们
始终不忘初心，才苦苦支撑着剧
团，祖先留下来的东西 不能
断。”陈廷全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廷全结
#$
识了曾学文。2016年，
金莲升高
TUVWXYZ[\]^ 甲剧团到金门演出，在曾学文的
两岸合演高甲戏 《重台
邀请下，陈廷全也带着一些年轻
别》，是一次十分罕见的 “联
人到金门交流演出。两个剧团觉
手”。据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
得有必要进一步交流，让艺术种
院长曾学文介绍，其实，在台湾， 子在台湾传播。后来，双方便促
高甲戏已经没落，而新锦珠剧
成了此次合作演出。
团，
在台湾新北叫新锦珠南管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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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两岸高甲戏传承交流
演出之外，
《鼓乐喧天——
—吴金
宝口述厦门市金莲升高甲剧团
历史》《八十七载金莲升》两本
书当天也同时首发。
—吴金
其中，
《鼓乐喧天——
宝口述厦门市金莲升高甲剧团
历史》 是一位年近九旬的鼓师
讲述一个老戏班子的故事。据
悉，该作品由厦门市台湾艺术
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吴慧颖、蔡
欣瑜，共历时 3年多时间，对老
鼓师吴金宝的口述史进行记录
和整理后出版。本书的出版，
保
存了厦门市金莲升高甲剧团
80多年的发展 历史 和艺 术 成
就，也成为解读现当代闽南社
会生活史的独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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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说，
徐小泓是一个很有灵气的
作家，其追忆似水年华，散发着
淡淡的馨香。这种馨香，是徐小
泓自己独有的风格，
大气而不失
细腻，
敏锐而不失幽默。在他看
来，
《蜜 食记 》 看 上去 是在 写
“食”，
实际上却是写“情”。比
如《花可食》《糖水》等，看完后
读者心里都会暖暖的。即使合上
书后，这些文字的力量也会“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读
者久久不能忘怀
值得一提的是，
本书的装帧
很精致，
且插图多数为徐小泓的
原创摄影，
部分则是她的孩子陈
徐语康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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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福建省美术家协会第七次
会员代表大会成功举行，选举
产生 了 新 一 届 主 席 团 成 员 。
王来文担任协会主席，副主席
分别为：汤志义、李辉、杨东平、
张剑、
张立平、张永海、陈金华、
陈春勇、林涛、赵胜利、郭宁、郭
辉、梁明、董希源等（按姓氏笔
画为序）。
王来文是福建漳浦人，
1968年出生，现为福建省文联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美
术家协会理事、福建师大美术
学院硕士生导师等，长期致力
于推动福建美术事业发展。
在艺术创作上，王来文一
直以写意花鸟画与白描作品为
业界所熟悉。评论家们认为，
王
来文的写意作品潇洒大气，有
君子之风；其白描作品则“新
颖逸动、空灵简淡”，期间裹挟
的浓郁书卷气和雅逸之气，令
观者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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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遇美酒店在曾厝 的首家
分店“遇美· 邸”迎来升级开
业，并邀请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
国家高级摄影师周志春，分
享对民宿空间摄影美学与哲学
的见解。
“少即是多”是遇美空间的
核心设计理念之一。据遇美创始
人朱汉森介绍，
民宿不仅是住宿
场所，更可成为在旅行中围绕
“居住体验” 展开的生活方式。
因此，在具体的设计上，他遵从
简约的态度，
着重体现民宿的极
致品味与人文温度。
据悉，未来，遇美将继续深
耕精品民宿的运营和管理，并
布局 城 市 民 宿 与 乡 村 民 宿 发
展，致力于将遇美打造成为中
国旅居民宿影响力标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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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F Bab日前， 集，共收入四十篇美文，书写了
童年的忆、
时光的美、
情感的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厦门作家徐
人性的善、世间的味，饱含对国
小泓的新作《蜜食记》，由海峡
家、
故土、
时光、
生命等主题的思
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也是厦门市
考和情感。这种浓烈的情怀，赋
委宣传部的扶持项目。
予了文章深厚而鲜活的生命力，
徐小泓，笔名 “草梅”，作
家、诗人。作品散见 《诗刊》、 让人感受到厚重的文化底蕴。
据徐小泓介绍，书名为《蜜
《文艺报》 等各大期刊报纸网
食记》，
“蜜食”音同“觅食”，
络，并入选《2002年度 全国 诗
作者寻寻觅觅的，正是“美食”
歌精选》等多本选本，获多项全
背后的“美意”，同时也表达一
国专业奖项。目前已出版诗集
种“美好的滋味”。“这种美好，
《草梅之语》《后来》，随笔集
是来自时光流淌的生活美学；是
《孩子，
你是诗性的理想》等，主
不经意触碰开启的心
编出版全国师范院校“十二五” 行走之间，
灵密码；是阅之若饴，融化在心
规划教材《儿童文学》。
底的一枚蜜糖。”
《蜜食记》 是徐小泓的新
鲁迅文学院散文评论家王
作。本书为美食主题的文化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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