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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v ŝqsẁ xgyzv
{lswxsE|:}~
!nopRS!"#I$;%&
'I(EI(&e%87K%0%D7
)b%e*eD+,-./(012
}3456E|:}~
!qrrRS7 1̀1888?'9
:;:9YTUE<=&%0
08880D8%871eKDD19Y&>r
ml02778%0%8888888887DKE
|:}~
!lm?@JAOP5QRS5
BCDEf&778%D%88KK%De
|:}~

!"#$
!"EFG$HIJK

L$MNOPQ5#RST
MUMERV5WX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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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
旻）昨晚，“书香宁波 声临
其境”2019宁波市第二届朗
读大赛在世界文化遗产——庆
安会馆举行颁奖晚会。通过海
选、复赛、决赛总共17场比赛，
32组选手脱颖而出，分别获得

“十佳朗读者”“年度朗读之星”
“最美朗读者”称号。

本次颁奖晚会以书香为纽
带，以声音为载体，用朗读抒发
家国情怀，传达城市气质。而
著名配音演员的加盟，更是让
晚会高潮迭起。其中著名影
视剧配音演员季冠霖现场表
演了电视剧《芈月传》、电影
《阿凡达》中的精彩配音片
段。著名新生代配音演员周
扬带来了他配音的《厉害了，
我的国》中的片段，并朗诵
了诗歌《将进酒》，时而铿锵
有力、时而深沉激昂的表演，
令人陶醉。知名配音演员顾
亚南以天籁般的嗓音诵读并演唱了《幽兰操》。

2019宁波市第二届朗读大赛由宁波市委宣
传部、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宁波日报报
业集团、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主办，宁波经济广播、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图书馆、宁
波出版社、宁波市朗读联盟承办。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沈
欣） 2019中国体彩“民间棋王”争霸赛
浙江赛区的比赛 10月 13 日在杭州结
束，省内各地的市级“棋王”经过激烈
角逐后产生了省级“棋王”。最终宁波
象棋高手虞伟龙夺得这个省级头衔，
并将代表浙江省参加中国体彩“民间

棋王”争霸赛的全国赛。
虞伟龙今年 57 岁，他十几岁开始

下棋，或者找象棋高手切磋，或者在电
脑上潜心研究，从未真正拜师，但水平
位居宁波前列。虞伟龙闲暇时间要么
在棋院下棋，要么参加比赛，有学生上
门求教也热心指点。据了解，宁波的象
棋国家大师谢丹枫就是虞伟龙的徒
弟。作为甬城名将，虞伟龙在很多赛事
中取得过佳绩，与不少专业选手对局也
多有胜绩。

在今年 9月举行的“民间棋王”争
霸赛宁波站上，共有来自全市的 70多
名棋手切磋技艺，虞伟龙夺魁获得代表
宁波出战省赛资格。省赛中与各地高
手较量，虞伟龙最终“成功突围”，获得
浙江省级“棋王”称号，同时获得 5000
元奖金以及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提供的纪念版金条等。

中国象棋“民间棋王”赛
宁波虞伟龙成为
省级“棋王”

福彩开奖信息

3D第2019275期：4 9 7
七乐彩第2019118期：
11 12 17 22 27 28 29 20
6+1第2019118期：5 1 5 6 8 1 牛
15选5第2019275期：02 06 07 10 12

体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19118期：02 03 13 19 26 02 03
20选5第19275期：06 10 15 16 19
排列5第19275期：2 8 7 6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陈雄）记者从
宁波市演艺集团获悉，2019中国（宁波）海丝国际戏
剧节将于10月18日在天然舞台拉开帷幕，在接下
来的一个多月中，有近10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
戏剧精品将分别在天然舞台、宁波大剧院等上演。

其中明星版话剧《安魂曲》和孟京辉先锋话
剧《茶馆》一经开票即受到观众热捧，被广大粉丝
戏称为“年度最热门戏剧”。

明星版话剧《安魂曲》是以色列国宝级剧作

家汉诺赫·列文的巅峰巨作，曾四次受邀来华演
出，次次都引起轰动。而此次即将在天然舞台
上演的中文版《安魂曲》也是来头不小，该剧由
以色列导演雅伊尔·舍曼执导，倪大红、孙莉、杜
宁林等一众明星担当主演。

除了两部超人气舞台剧神作之外，经典戏曲
也是本届戏剧节的亮点之一。暌违舞台多年的

“越剧王子”赵志刚将偕夫人陈湜联袂献演越剧
尹派经典《何文秀》。

2019中国（宁波）
海丝国际戏剧节即将拉开帷幕

书香宁波 声临其境
宁波市第二届朗读大赛颁奖晚会举行

昨晚，宁波市第二届朗读大赛颁奖晚会
上的文艺表演。 记者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