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午，
宁波市武术协会
60 年 成 果 展 暨
全民健身公益服
务活动在海曙区
文化体育中心举
行，来自全市各
区县 （市） 武术
协会、武术团体
代表表演了太极
拳 、 四 明 内 家
拳、散打传统武
术。图为太极拳
表演。
（胡龙召 摄）

昨日，余姚
市举行浙江省体
育局“送舞下基
层”暨市第十五届
运动会广场舞操
培训班，来自各乡
镇（街道）的70余
名广场舞操骨干
参加了培训并通
过考核成为该项
目的社会体育指
导员。图为省排舞
运动协会的专职
舞蹈教练周亚军
副教授在给学员
做动作示范。
（吴大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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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姬联锋）“音系
中美友谊，乐动一带一路”——马
氏团队携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返乡
巡 演 活 动 昨 天 拉 开 帷 幕 。 昨 天
1930，首场演出在宁波文化广场
大剧院举行，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
的精彩节目让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
声。

昨晚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表演
了罗西尼的 《赛米拉米德序曲》，
莫扎特的 《单簧管协奏曲第一乐
章》，柴可夫斯基的 《小提琴协奏
曲第三乐章》等经典曲目。咸祥镇
小友友大提琴社团昨晚也登台献
艺，表演了《大提琴二重奏小黄鹂
鸟》等曲目。

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由马友友
的父亲马孝骏博士 1962 年创立于
纽约。1984 年，马友友的姐姐马
友乘和丈夫一起接手该乐团，分别
担任乐团执行总监与音乐总监。

“爸爸退休的时候要把乐团传
给弟弟。弟弟很忙，忙着开音乐
会，那时候我还是医生，一周工作
110 小时。7 年后我才接手了这个
乐团。”马友乘介绍说。

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执行董事
June表示，马友乘为这个乐团倾注
了很多心血，把业余时间都奉献给
了音乐事业。“我被她所感动，所
以也投身到了这项事业中，为了中
美两国音乐界的交流，也为了让大
家了解古典音乐。”

经过马氏家族两代人的努力，
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的团员已从最
初的 6 名增加到现在的 200 余名，
由21名专业教师和6名全职职员负
责带领。马友友也是纽约青少年交
响乐团的常客，他还经常教小朋友
们拉琴，可以说该乐团是马氏家族
一手打造的值得骄傲的团队。此次

参加返乡巡演的团队由马友乘带
队，演出人员有 54 人，孩子家长
24人。

昨天上午，马友乘会见了鄞州
区的乡亲代表。《马友友琴系故
土》 作者王重光先生的家属代表、
咸祥镇的乡亲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
了会见。家乡代表向马友乘赠送了
纪念品，希望马友乘及马氏家族的
成员能够常回来看看，见证故乡的
发展。马友乘愉快地答应了，并向

众位乡亲赠送了亲笔签名的音乐会
门票。

此后，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和
华师大宁波艺术实验学校弦乐团、
宁波李惠利中学学生艺术团等团体
进行了交流。马友乘与特邀来到宁
波的美籍台湾小提琴演奏家廖姵珳
等一起演奏了《我爱你中国》等曲
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在昨晚演出开始之前的媒体见面会
上，马友乘与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

的 几 名 团 员 一 起 演 奏 了 《茉 莉
花》，来自鄞州区文化馆星光合唱
团的团员在一旁合唱，现场气氛十
分融洽。

今天上午，马友乘将和女儿劳
拉等人一起祭祖、扫墓，参观祖
居。还将举行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
与咸祥镇小友友大提琴社团的结对
仪式和交流演出。晚上，马友乘一
行还将前往浙大宁波国家科技园区
虚镜堂进行参观交流。

音系中美友谊 乐动一带一路

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来甬演出
该乐团由马友友父亲一手创立

图为昨晚巡演前，在媒体见面会上，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队员即兴表演。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林海 北仑记者
站金旭孟）昨天上午，炎炎烈日之
下，2017 年中国航海日论坛帆船赛
暨“雅戈尔杯”一带一路全国帆船邀
请赛在梅山水道上进行，来自上海、
厦门、宁波等地的 8 支帆船队参加
了角逐。奥运冠军、省体育局水上运
动管理中心主任孟关良出席开幕式
并宣布比赛开始。

开幕式上，宁波国际海洋生态
科技城管委会副主任李建华表示，
中国航海日论坛帆船赛是国家级帆
船赛事，已连续两年在宁波国际海
洋生态科技城举办。近年来，宁波国
际海洋生态科技城积极发展帆船运
动，引进了由包玉刚外孙苏文骏先
生创立的“中国宁波一号”帆船队，
并代表宁波在国际比赛中屡获佳
绩；积极开展与国家、省、市水上运
动中心的合作，共同谋划建设梅山

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基地，争取成为
首个全国海上国民运动休闲中心；

积极筹建宁波国际帆船港，计划引
进各类国际、国内重大帆船赛事。

在比赛现场，甬派帆船队的教
练兼队员王梅杰介绍，帆船运动需
要团队成员密切配合，“对气象、风
力风向、水文条件等影响因素要随
时掌握动态，并及时作出相应的调
整。”王梅杰说。为了准备比赛，她加
强了自己的手臂、腿部和腹部的力
量，“每天要练体能，在跑步机上跑
5公里。”

来自舟山一家帆船运动俱乐部
的任攀登说，他在梅山连续参加了
3年的全国帆船邀请赛，“这里的比
赛环境越来越好，当地政府、市民以
及媒体对帆船运动的认知度在不断
提升，市民的参与热情也越来越高，
昨天来参加体验活动的就有 200多
人。”

最终，常熟 UWC队获得冠军，
上海云帆队和美帆星期八队分获亚
军和季军。

全国帆船邀请赛在梅山举行

图为比赛镜头。 （胡龙召 摄）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方
晓）7月15日，2017宁波市“动起来”
市民健身月月赛暨 rockplus 攀岩交
流赛在宁波市五一广场的 rockplus
攀岩馆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杭州、
成都、宁波等地的 100 多名攀岩爱
好者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是 2017宁波市“动起
来”市民健身月月赛的系列活动之
一。本次攀岩交流赛包括青少年难
度攀岩赛和成人组攀石赛。成人组
攀石赛预赛采用开放式，决赛采用
隔离式。本次攀石赛的水平非常高，
吸引了不少国内攀友圈的好手，不
仅有全国业余界的攀石高手，还有
全国锦标赛前三名的专业选手，甚
至还吸引了波兰、日本等外籍攀石

爱好者。最终来自河北的庞丽平夺
得了男子攀石赛冠军。波兰姑娘欧
拉获得女子攀石赛冠军。

青少年难度攀岩赛要求选手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一条难度赛道，攀
登高度最高且用时最少者获胜，来
自宁波、嘉兴、台州的 20 多名小朋
友参加，最终来自鄞州区实验小学
的刘诗语以1分46秒夺得女子青少
组难度攀岩的冠军。同样来自鄞州
区实验小学的李威以 58 秒的成绩
获得男子青少组难度攀岩赛的冠
军。国家攀岩队助理教练王保有观
看了青少年组比赛后，对宁波青少
年攀岩水平感到非常出乎意料，他
认为这些选手的水平很高，拥有很
大的潜力。

攀岩交流赛宁波举行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城市
围棋联赛 2017赛季第六轮和第七
轮比赛昨天进行，宁波疏浅围棋
俱乐部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标
是两场全胜的宁波队在比赛中有
惊无险，最终两场比赛完胜对
手，目前战绩为6胜1负。

北京队昨天由前国手彭荃带
队，汪洋等队员参加了比赛。从
实力上讲，宁波队要高于北京
队，不过昨天上午的比赛一波三
折，宁波队赢得并不容易。

宁波队派出王雷打头阵。王
雷不负众望，开局为宁波队赢得
了很大的优势。第二个出战的小

将伊凌涛有点紧张，局面一时陷
入混乱。随后出战的苏广悦稳扎
稳打，这时候宁波队已经没有多
大的优势了。好在第四个出战的
美女棋手贾罡璐和最后一个出战
的王亦民顶住了压力，最终宁波
队以微弱优势获胜。

下午的比赛，宁波队依然由
王雷打头阵，开局就取得了很大
的优势。伊凌涛和苏广悦在中盘
阶段也有出色表现，这让宁波队
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他们出现了
一些失误，可以说是被我们压着
打。”在谈到这场比赛时，王亦民
笑着说。

城市围棋联赛又赛一轮

宁波队客场完胜北京队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宁波
市“玖隆-艾迪教育杯”第九届
象棋甲级联赛第四、五、六轮比
赛昨天在镇海举行。目前赛程过
半，海曙区队保持全胜战绩，积
12 分排名第一。鄞州区中淳高科
队积11分排名第二。

去年的冠军鄞州区中淳高科

队在昨天下午第六轮的比赛中与
前年的冠军慈溪易达房车队进行
了一场强强对话的比赛，最终双
方打平。

在同时进行的 2017年第二届
象棋名人赛中，袁一峰、华惠龙、吕
国民获得 A 组前三名。王永华，徐
建基，张忠华名列B组前三名。

市象棋甲级联赛赛程过半
海曙区队暂列第一

本报讯（通讯员刘芳）在上周结
束的 2017 年浙江省少年艺术体操
锦标赛上，由宁波市爱菊艺校艺术
体操队为代表的宁波市艺术体操
队，在教练王艺澄的带领下，获得了
丁组个人团体赛冠军、丙组个人团
体赛冠军和乙组个人团体第二名；

裘子涵获得乙组个人全能冠军和
绳、圈两个单项第一，徒手亚军；丁
组幼儿园大班年级小将付诗悦获得
了个人全能亚军和单项球的亚军；
一年级小选手孟芷嫣夺得丙组个人
全能第三名和单项带第三名；仇嘉
言获得丁组个人全能第三名。

我市艺术体操队省锦标赛获佳绩

本报讯 （记 者南华 通 讯
员刘博） 国 产 3D 惊 悚 片 《京
城 81 号Ⅱ》 本月在我市上映票
房颇佳，7 月 16 日晚，北仑凤
凰山海港乐园正式向市民开放
投 资 400 余 万 元 搭 建 的 《京 城
81 号Ⅱ》 拍摄基地——京城 81
号 民 国 古 宅 ， 吸 引 了 大 批 影
迷。

国产惊悚片票房冠军的续集
《京城 81 号Ⅱ》 取材于北京 81 号
古宅民国末期的真实故事。讲述
当时乱世、京城军阀哗变，少帅
被迫迎娶大军阀之女后，一夜之
间京城 81号惨遭灭门，留下一座
破败老宅的恩怨情仇故事。据介
绍，《京城 81 号Ⅱ》 的宅内镜头

都在凤凰山乐园内的老宅拍摄，
该老宅是按照北京市朝阳门内大
街 81号的老宅、以一比一的比例
来建造的，为上下两层极具东方
古典风情的民国洋房建筑，建筑
面积约 1500平方米，内有西式风
格的卧室、浴室、客厅、旋转楼
梯和宽敞的楼上走廊等。《京城
81号Ⅱ》 剧组在此拍摄15天，明
星张智霖、梅婷、钟欣潼、耿乐
等都在此留下了拍摄镜头，这也
是博地 （宁波） 现代影视基地投
资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接下来，

《乌龙院》《天降恶灵》 等多部电
影将在此拍摄，部分场景将会长
期保留，作为游览项目供公众参
观。

《京城81号Ⅱ》拍摄基地北仑开放

7月15日晚上，爱乐萌·国际马戏嘉年华在宁波华侨豪生水晶宫剧
场缤纷启幕。驯狮虎、欢乐小丑、魔幻滚环、高空钢丝等 10 多个精彩
的表演，博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演出将持续到8月13日。图为马
戏演员在驯狮表演。 （周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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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象棋比赛现场。 （胡龙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