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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李一）昨日，2019
宁波超人梅山湾马拉松游泳挑战赛举行，700多名“泳
士”集结梅山湾，尽显挑战极限的豪迈与激情。

本次比赛由宁波市游泳协会主办，是梅山湾旅
游度假区打造的2019梅山青年运动季系列活动之
一。现场吸引了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墨西
哥、秘鲁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支队伍。根据
赛制，他们分为全程组、飞鱼组、前半程、后半程以及
体验组，共同挑战3.5公里至13.5公里不等的游途。

据悉，梅山湾旅游度假区近年大力发展体育旅
游，正在积极打造成为“海陆空一体”的休闲旅游度
假目的地。宁波超人泳马赛事自2017年落户梅山
湾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是国内公开水域游距最
长的游泳赛事。有“体育休闲之岛”美誉的梅山，是
拥有碧海金沙的大美海湾，风平浪静、映着延绵群
峰的二十余里碧波的梅山湾，非常适合举行长距离
游泳赛事。

宣布不再举办大型巡演

莫文蔚宁波演唱会或成

700余名中外选手
“泳闯”梅山湾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 第2019072期：02 09 13 15 22 30 15
3D 第2019167期：8 1 3
15选5 第2019167期：01 09 11 12 15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19072期：1 4 9 3 6 1 4
20选5第19167期：02 03 04 11 17
排列5第19167期：3 0 7 5 9（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宁波文化广场举行夏至音乐日

“绝版”
本报讯（记者 黎莉） 6月2日，莫文蔚

在“绝色”世界巡演杭州站迎来了自己的
49岁生日。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莫文蔚同
时宣布像“绝色”这样大型的演唱会，将会
是自己的最后一次。7月13日的宁波站，
很可能成为她的“绝版”之作。

自出道以来，莫文蔚纵横华语乐坛25
年，留下40余首经典金曲。现场聆听一
代歌后亲身演绎这些美妙旋律的机会，错
过了就再也不会回来。

据记者了解，“绝色”启动一年多以
来，已经完成了上海、深圳、澳门、北京、重
庆、成都、台北、杭州等20多个城市的巡
演，莫文蔚不仅献唱了《阴天》《爱情》《忽
然之间》《他不爱我》《盛夏的果实》《如果
没有你》这样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也选择
了很多她近两年翻唱和改编过的歌曲，比
如《当你老了》《大王叫我来巡山》《黑猫警
长》《今儿个真高兴》等，每次演出几乎成
为全场大合唱，令无数歌迷动情落泪，最
终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而对于“封
麦”之举，莫文蔚补充解释道：“我不是要
退休，永远也不会退休，我生命的任务就

是要表演。对于自己的下半场我已有其
他的规划，绝对会有新的惊喜送给大家。”
据悉，今后，她将专注于华人歌舞剧领域
的创作。

莫文蔚的演唱会向来都不止好听。
从已经完成的巡演中不难看出，她对“绝
色”系列的打造堪称用心。除了一口气集
结过去25年来的各种舞台绝招，现场还
有跑车、钢琴、升降台等各种神奇的道具
轮番登场。

此外，每一站的特色元素也给足了
当地歌迷惊喜。比如在北京站，恰逢莫
妈妈79岁生日，演唱会现场，莫文蔚化身
温情女儿，带领全场4万名歌迷齐唱生日
歌，让妈妈走上“绝色”舞台；在大连站，
当时恰逢金庸先生逝世，作为一名武侠
迷，莫文蔚即兴演奏了一首古筝曲《铁血
丹心》，以此来表达对于金庸先生的缅怀
和敬意；而台北站，莫文蔚不仅邀来好友
林俊杰助阵，还把自己的先生请到了舞
台。那么，7月13日在宁波富邦体育场，
莫文蔚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相信歌
迷已经非常期待了。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侯方楠）
风清月朗，音乐来袭。6月22日至23日晚，一
年一度的宁波文化广场夏至音乐日活动如约
而至，6支乐队和2位独立音乐人在水艺舞台
为甬城市民奉上了一场音乐盛宴。

这是宁波文化广场连续举办的第六个夏
至音乐日，延续着“音乐无处不在，参与共享欢
快”的全球基因，“让市民感受音乐热情，就是
本次活动的主旨。”据宁波文化广场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的乐队阵容相当出彩。除了昨晚
登场的SUPERJAVA和PI JA MA两支法
国乐队外，国内知名的安子与九妹乐队、肆囍
乐队，宁波本地摇滚独立乐团青墨光年、坠星
乐队，以及独立音乐人暗杠、徐海俏，连续两个
夜晚为乐迷带来了多首精彩作品。

“你们好！”昨晚，当SUPERJAVA乐队登
台时，成员们用流利的中文与观众打起了招
呼，引发台下热烈呼应，慵懒、乡村、摇滚的音
乐元素被这支乐队表现得酣畅淋漓。

“SUPERJAVA是超级爪哇的意思，乐队
由四个大男孩组成，他们的作品充满着电子流
行乐的气息。首支单曲《All in All》发行后，
受到了媒体和各大夏季音乐节的追捧。”歌迷
宣小姐堪称SUPERJAVA的铁粉，近距离聆
听让她幸福感满满，“他们的歌曲迸发出青春
的动感与活力，我非常喜欢。”

昨晚压轴登场的暗杠是一位独立音乐人，
尤其擅长即兴编曲，他一个人一把吉他在音乐
圈闯荡，低调而又坚定地坚持着原创音乐的道
路。

安子与九妹乐队带来的表演安子与九妹乐队带来的表演。。记者记者 张培坚张培坚 摄摄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