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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3日 星期五 广告
责编/楼世宇 顾华达 审读/胡红亚

美编/徐哨
文体 A12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林健）2019中国（宁波）
体育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次博览会
以“体育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吸引了国内外近200
家体育企业参展。博览会将持续至14日，免费对公众开
放，市民携带个人身份证件即可入场。

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和“健康产业”，逐渐成为
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点之一。中国（宁波）
体育产业博览会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体育局承
办，着力突出体育文化、体育科技和体育消费，集中展示
运动康复、智能体育、户外运动、体育旅游、运动装备、体
育培训等相关板块的前沿产品、技术与运营经验，打造
以市场需求为核心的体育交流、合作、消费的大平台。
同期还将举办5项群众体育赛事及20项互动活动。

本届体博会除了市奥体中心、中体产业、大丰、舒华、
苏宁体育、大疆科技等国内知名企业踊跃赴会之外，也得
到了来自俄罗斯、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体育企
业的支持和参与，皇家马德里和国际米兰两家豪门足球
俱乐部首次亮相体博会，其中，国际米兰体验馆带来球队
文化的展示，现场还有多项趣味足球游戏的互动体验。

此外，宁波本土优秀的体育制造企业和运营企业也
积极参会，鄞州、海曙、江北、慈溪、北仑、余姚、宁海、镇
海、象山、奉化等各区县（市）体育产业相关企业在体育
高端制造、场馆智能运营、赛事运营、体育培训等领域进
行了展示。

今年体博会举办期间适逢中秋佳节，组委会同期推
出“中秋体育嘉年华”主题系列活动，大力推动全民健
身。内容包括广场舞、飞镖、健身、青少年轮滑、机器人足
球5大赛事；全民投篮、瑜伽、桌上冰壶、击剑、体彩刮奖
等20项互动体验活动。项目全面覆盖不同专业和年龄
层次，为体育爱好者带来丰富体验的同时，“体育+中秋”
这一全新组合更是造就了合家团圆时节的新鲜去处。为
了方便市民参与，博览会期间开设地铁一号线海晏北路
站至会展中心免费接驳巴士。需要注意的是，14日闭馆
时间是下午3点。

本报讯（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袁婷婷）相比
以“窝囊”“作精”为标签的苏大强，即将登场的钱
广这个父亲形象显得太暖了。由中央电视台、宁
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的都市亲情
大剧《我和我的儿女们》将于14日19∶30登陆
CCTV-8黄金档，每晚3集连播。

说起创作初衷，该剧艺术总监、著名导演安
建介绍说，剧本构思始自2014年，旨在探讨社会
变革给传统中国家庭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关注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两代人如何互相
磨合、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

经过3年多的剧本打磨，一个滨海都市“非
典型家庭”的关系转型升级的故事出炉。退休
历史教师钱广想让社会身份、生活情态截然不
同的四个儿女按自己设定的路线走，他想当然
地帮助子女，却弄巧成拙，反而激化了家庭矛
盾。其后，换了一种“爱法”的钱广与子女们打
成了一片，子女们一一在积极生活中找到自我
价值，钱广也真正迎来了自己“发光发热、激情
不减”的老年生活。全剧生动诠释了家庭关系
中“干涉”的界限，呼吁亲子关系中除了疼爱和
保护，还应有尊重和理解。

在该剧总制片人、宁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陈三俊看来，《我和我的儿女们》着
力探讨新家庭、新生活、新成长、新梦想的“四
新”课题，立足老龄化社情，从独特视角，以轻喜
剧风格审视当下亲子关系的重构，相信能够引
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知名演员吕凉饰演钱广一角。谈到接演该
剧的原因，他说是因为剧中这样一个家庭所遇
到的事，与万千普通家庭相似但又有许多不同，

“剧中的很多矛盾非常吸引人。刚接到邀约时，
我还没看剧本，只是大概知道故事框架，就已经
足够吸引我。拍摄时恰好又是我退休那年，而
我饰演的钱广也是刚刚退休，就觉得这个角色
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太巧了。”

在吕凉眼中，钱广并没有太多心机，却往往

装作有心机，“他有点自作聪明，常会做出令人
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会出很多主意，目的是
想让这个家更和谐，想让自己的愿望都能实现，
却没想到弄巧成拙。所以我认为，一个人活着
吧，糊涂一点最好。”

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我和我的儿
女们》剧组历经96天精心拍摄，足迹遍及甬城大
街小巷，宁波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也在剧中随
处可见。“红膏呛蟹咸咪咪，大汤黄鱼摆咸齑”，
当镜头扫到钱家的餐桌，细心的你一定会发现
那简直就是宁波普通人家的“标配”。剧中场景
令人分外亲切，不少空镜头呈现了原汁原味的
三江口、东部新城、东钱湖、南部商务区等景观，
老外滩、南塘老街等历史文化街区也相继出
镜。另外，现代化的商业大楼，有着明显辨识度
的宁波高校，承载了很多家庭记忆的老字号照
相馆……全程在甬取景的这部剧集结了众多本
土元素，打上了满满的宁波烙印。

小朋友在专注地观看机器人比赛。 记者 胡龙召 摄

《我和我的儿女们》
明晚登陆央视

打上满满宁波烙印

中国（宁波）体育产业博览会开幕
5大赛事20项互动体验活动同时推出

一桌子的宁波下饭。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19107期：02 06 08 23 27 32 02
3D第2019248期：2 6 2
15选5第2019248期：05 08 09 11 15

体彩开奖信息
20选5第19248期：02 03 10 18 19
排列5第19248期：3 1 1 0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