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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员
徐迪） 本周日，第 13 届全国运动
会开幕式将在天津举行。记者昨天
从市体育局获悉，浙江省有 600多
名运动员参加这次运动会，人数大
大超过了上一届，其中 85 名运动
员来自宁波。

第 13 届全运会将于 8 月 27 日
至 9 月 8 日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
38 个代表团的近万名运动员将参
加这次运动会。竞赛项目包括游
泳、田径、羽毛球、篮球、拳击等
32个大项、399个小项。此外，本
届全运会新增设群众比赛项目，其
中包括攀岩、轮滑、羽毛球、乒乓
球、龙舟、马拉松、气排球、围棋
等 18 个项目。本届全运会还有不
少亮点，比如将是首届不设金牌榜
和奖牌榜的全运会。

我市有 85 名运动员获得天津
全运会决赛门票，将参加田径、游
泳、举重等 22 个项目的角逐。奥
运会男子 69 公斤级举重冠军石智
勇、游泳奥运会和世锦赛铜牌得主
汪顺、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第一
人”李玲是我市竞技体育界偶像级
的选手，都有望夺得金牌。此外，
女排名将单丹娜、射击名将康宏
伟、赛艇名将朱自强等人也有望在
全运会赛场上争金夺银。

除了这些名将，还有一大批新
秀值得期待，其中帆板项目的李涛
和伍佳惠在各自的项目中是佼佼
者。李涛曾夺得 2015 年全国帆板
锦标赛帆板男子 RS:X 级亚军。伍
佳惠曾获得 2015 年世界帆联青岛
站比赛冠军。射箭项目的马铖杰曾
获得上届全运会铜牌，去年他曾夺

得全国冠军赛冠军。羽毛球选手周
昊东曾在亚青赛和世青赛上多次夺
冠。女子拳击项目的葛雅琪曾获得
首 届 全 国 青 运 会 51 公 斤 级 第 二
名，全国女拳冠军赛冠军。跆拳道
女将闻人云涛曾获得去年跆拳道世
界杯女子团体赛冠军，今年她还获
得跆拳道世界锦标赛女子 49 公斤
级铜牌。在举重项目中，孙永杰在
今年 4月举行的全运会预赛上包揽
了 75 公斤以上级抓举、挺举和总
成绩三枚金牌，可谓实力超群，在
今年6月举行的2017年世界青年举
重锦标赛上，孙永杰同样包揽了三
枚金牌。

据悉，宁波市体育局组织的第
13 届全运会保障团队将于 8 月 27
日起陆续抵达天津，全面做好宁波
籍运动员参赛的后勤保障工作，助

力宁波籍运动员取得运动成绩和精
神文明双丰收。同时，保障团队的
工作人员还将调研天津全运会场馆
建设、赛事组织等工作，为我市今
后承办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积累经
验。

85名宁波健儿赴天津参加全运会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樊
卓婧） 今晚，第六届阿拉宁波摄影
节将在宁波书香文化园 （甬江大道
1号宁波书城南广场） 盛大开幕。

今年的阿拉宁波摄影节，除了
像往年一样引进国际国内著名摄影
大师的代表作外，还“众筹”了一
批个展。两个多月前，活动主办方
通过本报向全市摄影师零门槛征集
个展照片，同时邀请了国内一线策
展人参与评选和策展。摄影师再根
据策展人的意见和自己的创意自费
打印、制作展览。策展人表示，希
望这批有本地特色的个展让读者重
新观察自己熟悉的生活。

今晚同时开展的还有来自美
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一批国
际摄影大师的展览，以及国内最
有影响力的纪实摄影比赛 2016 年
度“金镜头”摄影获奖作品展、
李元风光摄影艺术展等国内顶级
作品展。雍和、李涛、柴选等国
内著名摄影家也将出现在开幕式
现场。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将推出多项
面向市民的摄影活动，OPPO手机

“反正拍一夏”即时摄影大赛同时
启动，现场照片可以免费打印，并
且有机会赢取手机和千元现金。一
些商家也会提供一系列和摄影有关
的免费服务，如化妆、证件照拍
摄、宠物拍摄、老底片修复、照片

打印、街拍、中国风造型拍摄，器
材体验、清洗、维修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开幕
式结尾精心设计了一个节目。据主
办方透露，该节目也是通过“众
筹”的形式，集合了宁波多位摄影

记者和摄影爱好者的智慧，送给所
有喜欢拍照的市民。为此，他们准
备了两个月，希望朴实而深情的演
绎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成为本次
摄影节的一个惊喜。

本次活动由宁波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人民
摄影报社主办，宁波市摄影家协
会、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
甬派传媒、宁波新华书店、新侨艺
报、中国摄影家协会宁波艺术中心
承办。

第六届阿拉宁波摄影节
今晚甬江边开展
开幕式的最后一个节目很动人，一定要看！

图为阿拉宁波摄影节工作人员正在布展。 （刘波 摄）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徐
迪）很快，宁波将拥有第 4个国家级
体育训练基地了！这是笔者刚刚从
体育部门得到的消息。

据了解，近日，国家体育总局
对各项目的国家体育训练基地进
行了考核，宁波 3 个体育训练基地
通过考核，再次荣膺“国家级训练
基地”称号。其中国家宁波北仑体

育训练基地为综合训练基地，是中
国女排、中国男篮、乒乓球、举重、
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羽毛球
等 9 个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国家举
重宁波体育训练基地、国家摔跤宁
波体育训练基地为单项训练基地。
国家体育训练基地是具有为国家
队（含国家集训队）训练提供场地
设施、训练器材、教育科研、医疗康

复、生活娱乐等服务保障的专门训
练生活场所，包括国家综合训练基
地和国家单项训练基地，并享有各
项权利和义务。

目前，宁波正在创建攀岩项目
的国家级训练基地。据市体育局副
巡视员吴承军介绍，位于鄞江的体
育训练基地除了举重和摔跤两个
重竞技项目之外，正在积极申报攀

岩项目的国家级训练基地。“今年 5
月，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李致新等一行对宁波鄞江
训练基地和鄞江攀岩公园进行实
地考察。李致新对现有的硬件条件
及环境表示了肯定，对宁波保障高
水平运动队的经验表示赞赏，有信
心也很放心把国家攀岩队放到宁
波鄞江来训练。”吴承军说。

鄞江有望引入攀岩国家级训练基地
到时，宁波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将会有4个

据新华社卢布尔雅那 8月 23
日电 （记者汪亚雄） 当地时间 23
日夜，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
市中心的参卡尔耶夫穹顶剧院欢声
雷动，全场爆满，约 1200 名宾客
向演出歌剧《蝴蝶夫人》的中国中
央歌剧院艺术家们，送上长达 10
分钟的谢幕掌声，以表达由衷的喜
爱和深深的敬意。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一生创作
了多部歌剧乐曲，《蝴蝶夫人》 是
其经典作品之一。中央歌剧院 5天
前刚刚圆满完成了这一剧目在普契
尼家乡维亚雷焦的演出，今夜又满
载盛誉现身第 65 届卢布尔雅那艺
术节。

如同两年前歌剧《图兰朵》在这

里演出的盛况，《蝴蝶夫人》再次让
斯洛文尼亚观众沉浸在艺术享受之
中。斯洛文尼亚最大日报《劳工报》
23 日刊文，以“感受蝴蝶在东西方
之间飞舞的力量”为题，介绍中央歌
剧院及其演出剧目《蝴蝶夫人》。

中央歌剧院版的 《蝴蝶夫人》
汇集了中国国内顶尖的美声声乐名
角大家，他们优美的声音与乐队宏
大而细腻的旋律相衬相合，把丰富
的感情倾注在每一个唱段中，用舞
台背景、灯光、色彩与光线明暗的
变化，表达人物内心的喜悦、焦
灼、悲伤和绝望。

在现场聆听歌剧的卢布尔雅那
大学校长助理卡缇娅说，中国版歌
剧《蝴蝶夫人》很好地讲述了发生

在东方的故事，比欧洲的版本更准
确、更细腻地诠释并演绎了剧中人
物的复杂情感和心绪。

塔黛雅女士在欧洲议会任职并
熟练掌握 6国外语，对中国演员的
意大利语演唱赞不绝口。她说，如
果闭目聆听，难以分辨中国与意大
利歌唱演员在唱段中发音的差异。
她称赞中国演员们的演唱“太棒
了”，就连意大利语口音都模仿得
十分到位，“实在令人佩服。”

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叶皓作
为卢布尔雅那艺术节的特邀嘉宾，
当晚也观看了 《蝴蝶夫人》 全剧。
他说：“这是我第二次在卢布尔雅
那欣赏中央歌剧院的演出，前年是

《图兰朵》，今年是 《蝴蝶夫人》，

我对明年充满期待。”
中央歌剧院演出团团长袁平

说，歌剧院精心备战卢布尔雅那艺
术节，诠释世界经典，进一步增进
了国际文化艺术的交流、合作与友
谊，提振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推进
了“一带一路”的人文交流。

“文化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可
思议的，每一次拥抱它，你都会有
耳目一新的心灵感受。”卢布尔雅
那艺术节主席兼艺术总监达尔科对
记者说，“中国是东方文化的典型
代表，几年来我们一再选择并邀请
中国的文艺团体参加卢布尔雅那艺
术节，就是要让它给斯洛文尼亚人
民带来世界一流水平的艺术享受，
明年我们还会继续。”

“蝴蝶”，在东西方之间飞舞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俞晗） 昨天上午，由市禁毒办
和市公安局联袂出品的禁毒微电
影《迷途》在宁波影都举行首映
仪式。《迷途》 是我市首部禁毒
题材微电影，全片以毒贩交易，
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枭为主线，
以两个家庭的不同归宿为辅线，
展现了缉毒警察捍卫正义，守护
家庭的铁汉柔情。影片借鉴了宁
波警察胡建江抓捕毒贩的真实事
迹，真实反映了缉毒警察的英雄
形象。

据悉，近年来，我市相关部
门通力协作，社会各界不断推
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禁毒工

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发涉毒的因
素更加复杂多样，我市禁毒形势仍
较为严峻。为此，加大禁毒工作力
度、创新机制、提高成效，全面深
化各项毒品问题治理势在必行。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历时 2个
多月拍摄的禁毒微电影《迷途》出
炉。它集中反映了毒品对个人、对
家庭、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主题明
确，立意深刻，有着强烈的警示作
用，是一部开展禁毒预防教育、提高
对毒品认知和抵制能力的大众化教
材。片名 《迷途》 就有警示世人之
意：在人生之路上千万不能迷失方
向，一念之差就会坠入无底深渊。

我市首部禁毒微电影
《迷途》昨日首映
影片借鉴了胡建江抓捕毒贩的真实事迹

本报讯（通讯员海韵） 由余
姚四明书画院主办，余姚市四
明美术馆承办的“当代名家书
画十五人联展”，昨天在四明美
术馆二楼展厅开展。本次展览
展出了全国各地 15 位书画名家
的 20 余幅精品力作，其中包括

中国美院原院长肖峰、当代岭南
画派大师黎明、津京画派山水名
家 李 春 海 、 北 京 画 马 名 家 瑞 永
德、齐鲁画派名家沙俊杰、新花
画派代表人物孙长杰、赵先闻以
及胥力浦的作品。据悉，本次书
画展至 8月 31日结束。

当代名家作品
十五人联展在姚开展

本报讯（记者南华 通讯员
严涛 徐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
佳女配角唐群主演的微电影《大
光明》昨日报名参赛宁波国际微
电影节。该部微电影由北大在读
硕士研究生唐培彦编剧并执导，
著名实力派“老戏骨”唐群主演。

该影片讲述了两代人对音乐
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上海这座城
市的眷恋。在甬参赛前已荣获第
六届中国国际微电影节最佳摄影
奖等多项奖项。

在影片中，女主角唐群不仅
要用上海话表演一个“独居老

人”的孤独，还要唱歌、跳舞、弹
钢琴。唐群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
乐系，是上海乐团独唱演员、上海
歌剧院歌剧团演员。她曾在影视片

《听风者》《都是天使惹的祸》《宝
贝》《百万新娘》《风语》等多部影
视剧中塑造过众多经典的母亲形
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1 年 ， 她 在 电 影 《阜 阳 六 百
里》中出色地演绎了一个地道的上
海钟点工阿姨，而斩获第 48 届金
马奖最佳女配角奖，2016 年她在

《锦绣未央》 中饰演蒋老夫人一
角，也深受观众欢迎。

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唐群
参赛宁波国际微电影节
微电影《大光明》满载荣誉而来

8月23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获得探戈世锦赛“舞台
探戈”组亚军的一对意大利选手在比赛中表演。当日，第 15届探戈世
界锦标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新华社发）

探戈世锦赛“舞台探戈”比赛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4日电
（记者王志艳 史竞男） 距离获
诺贝尔文学奖已有 5年，莫言终
于在读者的“千呼万唤”中携新
作归来。新鲜出炉的 《人民文
学》 杂志首次开设“莫言新作”
专栏，发表了他的戏曲文学剧本
和诗歌作品。而他的另外 3篇短
篇小说也将于 9月中旬刊于 《收
获》杂志。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在文学
刊物上发表诗歌和戏曲文学作
品。”在 23日开幕的第二十四届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莫言接
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他说：

“2012 年获奖之后，我就没有在
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其实我一直
在写，写完以后还是想放一下，

尽量打磨得让自己满意一点儿，希
望让读者也比较满意。”

当天，莫言现身“中国文学与
全球化时代——莫言作品国际传播
沙龙”，与来自阿尔巴尼亚、缅
甸、保加利亚、以色列的翻译家、
汉学家，共同探讨中国文学在创作
传播上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等话
题。

莫言透露，近一段时间他一直
待在家乡山东高密潜心创作。即将
发表的 3篇小说，写的都是家乡的
人和事，总题目就叫《故乡人事》。

他始终关注那块由他在世界文
学版图上建立起的疆域“高密东北
乡”，正如他在上一次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所说，写小说他还是会
把内容家乡化、故乡化。

莫言携新作归来：

“希望读者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