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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斌） 第十七届“战马·宁波晚
报杯”高中组和初中组比赛正在市体育中心笼式足
球场激烈展开。其中初中组集结了16支队伍，一
位教练说，该年龄段的孩子学业压力大，能有这么
多队伍报名说明喜欢足球的孩子的确不少。

“中国平安宁波源河部”代表队的队员全部是
曙光中学学生。队长沈志翔刚刚初中毕业，他坦
言“把参加晚报杯当成一次足球毕业礼”。“下半年
就读高中了，三年后我肯定想争取考进好的大学，
所以学习会越来越紧张，高中阶段踢比赛的机会
估计不会太多啦。”沈志翔说，这次的队友里，还有
几名也是刚刚初中毕业的学生。

沈志翔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踢球，他说喜欢加
入这种集体项目的团队。“以前受过伤，老妈心疼，叫
我别踢了。随着我的身体越来越强壮，现在她也不
阻止了。”沈志翔觉得足球运动锻炼了自己的体魄，
也让自己结下了一群好伙伴，“教练也和我们打成一
片，每次踢完比赛我们让他请吃饭。”曙光中学有两
个校区，校足球队成员分散在两处，他们通常每周保
持两次训练，校队在市级比赛中的最好成绩是第六
名。“下半年要去读高中，听说有招足球特长生的大
学，所以我明年暑假说不定还会来踢晚报杯。”

昨天，“中国平安宁波源河部”队的对手是
UNDFEATED LEGEND队，其成员来自信懋中
学，也都是刚刚初中毕业。信懋中学的这群孩子
应对比赛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张罗，本轮有几名
选手因故缺阵，他们在没有替补的情况下完成了
比赛，让对方教练也为之感叹：“比赛成绩不是最
重要的，孩子们快乐就好，得到锻炼就好。”

初中组的比赛还吸引了宁波市青少年队的选
手参加，姜山实验中学队的成员就来自市队，这支
队伍在今年省校园足球联赛初中超级组比赛中获
得第三名。“今天我们还有两名主力没来，他们入
选了省联赛最佳阵容，这两天去杭州领奖了。”姜
山实验中学队队长马浩宇告诉记者，“我们校队在
省比赛中的最好成绩是冠军。”这支队伍里有不少
人早就参加过晚报杯，去杭州领奖的苗佳利和昨
天比赛的守门员吕宇超，去年就代表市足协青训
黄埔队参赛，得到过初中组冠军。“今年的目标还
是冠军，不过足球是圆的，我们不能小看任何一个
对手。”吕宇超说。

大型城市主题秀
上演宁波暑期档
还有“最强优惠套票”等着你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近日，一场以
“热力全开，‘秀’动甬城”为主题的盛大嘉年
华在北仑博地影秀城启幕，城市主题秀、大型
演艺和巡游活动、网红打卡站……为期两个
月的狂欢将让广大市民尽享惬意。

作为嘉年华力推的活动，“清凉甬秀”将带
来宁波城市主题秀——《甬秀·港通天下》。作
为国内首台航海主题大秀，它以鲜明的地域文
明为基调，诗意地展现了宁波独有的文化符号
和地方风物。全剧共分船谣、送别、启航、秘境、
抗盗、丝路、梦嫁、惊涛、喊海9个场景，时长70
分钟。十里红妆的流光溢彩、天一生水的书香
底蕴、古韵悠远的晨钟暮鼓、川流不息的三江六
岸，千年甬城的历史变迁，为您一一讲述。

接下来，“热力狂欢秀”“寻爱打卡秀”将
在7月12日上演。前者主要由大型演艺、巡
游等组成，后者则着力打造夏日网红打卡胜
地。暑期里，博地影秀城将力推影秀大剧院
正门、博地影秀城A2中庭以及微方空间正门
三大网红“LOVE”打卡点，通过声音情书互
动装置、舞蹈表演、网红告白气球等元素，帮
你找回爱情滋味。

此外，据博地影秀城有关负责人介绍，《甬
秀·港通天下》还将特别推出“最强优惠套
票”。7月期间，市民可以199元购得原本价值
近千元的暑期亲子套餐，每份套餐票可供2名
成年人带1名儿童（身高限1.5米以下）入场观
演。关注“甬秀·港通天下”微信公众号，或登
录携程、美团等APP，均可实现线上购票。

晚报杯初、高中组激战正酣

有学生把参赛当做“足球毕业礼”

比赛现场。记者 胡龙召 实习生 王思璇 摄

《《甬秀甬秀··港通天下港通天下》》主题秀主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