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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在宁波拍摄的真人秀《追我吧》今晚开播

陈伟霆黄景瑜挑战 70 米高空速降
宁波本土 3E 乐团
发布单曲《飞呀》
创作人希望唤起
对孤独症患者的关爱

陈伟霆和黄景瑜上演你追我逃的
“猫鼠游戏”

全程在宁波录制，陈伟霆、宋祖儿、黄景瑜等艺人加盟的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追
我吧》将于今晚起在浙江卫视播出。
“这是一档非常燃的节目，相信宁波 CBD 街区会给
观众呈现很大的惊喜。”
昨天，
《追我吧》总编剧计野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一档
非常燃的节目
一个月前，不少在宁波东部新城
CBD 街区上班的小伙伴，陆续在朋友
圈晒出《追我吧》的现场录制照片。当
该档节目由陈伟霆、范丞丞、黄景瑜、
华少、宋祖儿、萧敬腾、钟楚曦 7 人加
盟的信息披露后，录制现场一下火了
起来，每天都有粉丝赶来探班。
据计野航透露，目前《追我吧》节
目已完成 5 期录制。
“10 月初和 10 月
底各录制了一轮。”他说，从前 5 期录
制情况来看，
总体呈现越来越好。
“第二期节目中，有 4 位奥运冠军
也加入进来。”录制这一期的时候，计
野航坐在电视车上，看到奥运冠军与
艺人们呈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毅力，
他感觉气氛燃爆了，
“我甚至看得流下
了眼泪。”
他说，录制过程中，节目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感染了所有人。
作为《追我吧》节目创意的发起
人，计野航说，从筹备之初到录制过程
中，他一直觉得宁波东部新城 CBD 街
区与节目定位非常契合。
“这里高楼林
立，楼宇设计美观大气；楼层高度足
够，楼间距适中，人群密度也刚刚好。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最好的状况。”他
说，在接洽过程中，宁波市有关部门对
录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双方合作得非常好。
”
计野航透露，
《追我吧》第一季共
12 期节目，后续 7 期仍将在宁波录制。

在楼宇森林
还原儿时游戏场景
采访中，
计野航也分享了创作这档节目的初衷。
他说，
现在都市人都很向往儿时玩耍的场景，
“放学
回到家，
放下书包，
和小伙们在家门口一个追一个跑，
这
样的记忆印在很多人脑海里。
”
长大后，
这些儿时的记忆
该如何再现呢？计野航说，
基于这个出发点，
他们就考
虑在节目中把都市CBD变成一个都市剧剧场。
“节目现
场巨型甲虫、
蜂巢虫洞、
平衡滚筒等大型装置以及高楼
间的街头赛道，
异化重构了这些有趣的场景。
”
在立意层面，节目组考虑更多的则是观众的观感
体验，
“ 会呈现很多你追我跑的场面，有的要跨越装
置，有的要爬梯，有的甚至要吊索滑行。”
计野航认为，
节目中，你会感觉到在不断地闯关，可让观众通过感
官体验引发一些理性的思索。
“我们也想借此给都市
人解解压，相信这是一档治愈系的真人秀。”计野航
说，节目中不乏吊索半空穿越、徒手攀爬等惊险画面，
非常刺激。
“在‘你追我逃’的硬核竞赛氛围中突破体
能极限，展现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是节目
正能量的反映。
”
记者获悉，在今晚播出的首期内容中，
“ 追我家
族”一上场便火药味十足，开启紧张激烈的竞赛状
态。嘉宾两两分组展开时间争夺战，获胜者将在赛道
追逐中获得 20 秒的早跑时间。其中，
“ 双 A”组合陈
伟霆和黄景瑜上演你追我逃的“猫鼠游戏”
，求胜欲爆
棚的两人究竟谁能震慑全场？范丞丞与宋祖儿的体
能博弈更是引得全场惊叫连连，扑朔迷离的“蒙眼较
量”到底是速度还是智慧的比拼？更令人紧张的是，
“追我家族”与追逐团将在最终环节挑战 70 米爬楼和
高空速降，他们能否克服恐高心理成功登顶？又能否
再次突破自我极限、成功速降？一切悬念都将在今晚
找到答案。
记者 施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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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飞呀飞呀飞呀，
你对
着我笑就够了。飞呀飞呀飞呀，
有你抱紧我就够
了……”
昨日，
NBPT（宁波派头）原创音乐厂牌三
位主理人以3E（叁亿）乐团的身份发布了单曲《飞
呀》，
当天歌曲全网上线，
广受好评。据词曲创作
者李大为介绍，
这首歌是为孤独症、自闭症群体
而作，
希望唤起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爱。
NBPT（宁波派头）三位成员都是宁波本土
原创歌手，单曲《飞呀》是他们作为 3E 乐团成
军的第一首音乐作品。
李大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飞呀》的风格基
调是电子摇滚，
整体先抑后扬，
而不断叠唱的
“飞
呀飞呀”
也推动着歌曲情绪的释放。
“有时候一个
简单的微笑，
温暖的拥抱，
弥足珍贵。
心飞翔，
梦飞
扬。
”
李大为说，
“我的叔叔就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他经历的人生痛苦，
我非常有感受。
”
在李大为记
忆中，
叔叔一直沉默寡言，
不愿意接触陌生人，
但
当时并不知道他其实是患病了。
“因为这个情况，
叔叔没法单独生活，
长期由我父母帮着照顾。
起初
他还能坐轮椅，
现在五十多岁了，
每天只能躺着。
”
李大为说，
自己和叔叔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
能
感受到对方的内心世界，
他一定非常孤独寂寞。
“很多自闭症患者如果及时得到干预，还
是能治好的。但叔叔并没那么幸运。”李大为
认为，外人往往觉得他们智力有问题，其实并
不是这样。
“写这首歌，我酝酿了几十年。”李大
为说，他就想象着站在叔叔那个角度去看待世
界，看待周围的人。
“ 歌曲内容上，从第三者的
视角描述了孤独症人群的内心感受，同时也突
出了信任和安全感对人的重要性，社会要给予
孤独症患者更多的，
是陪伴和爱。
”
李大为表示，此次上线的是《飞呀》先行
版，并同步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征集《飞呀》的英
文版。预计明年 4 月 2 日世界孤独症日发布歌
曲中英文正式版及 MV。
3E乐团的主创由制作人王乐汀、
独立创作人
李大为、原创音乐人钟立帅构成，
三人同时兼任
NBPT（宁波派头）原创音乐厂牌的主理。

市老年人围棋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忻志华）
“无
限极健康杯”第二届宁波市老年人围棋比赛 6
日举行，参赛的 28 位选手年龄均在 60 岁以上，
最终获得前八名的依次是：秦甬、孙达飞、郑小
敏、王峰、张维炽、张永明、叶超俊、陆昌龙。
“围棋是一项修身养性的运动，
老年朋友可
以通过下棋达到健康养生的目的，所以我们专
门主办了老年人围棋赛。
”
市围棋协会秘书长王
亦民向记者表示，协会争取将该比赛办成传统
赛事，
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体验快乐围棋。
我市老年棋手可谓藏龙卧虎，参加本次比
赛的选手中，有不少人对宁波围棋发展做出过
不小贡献。例如张维炽是宁波围棋界老一辈
佼佼者，1978 年曾参加中日围棋对抗赛，当时
中方领衔人物是聂卫平，日方则是关西棋院
重量级人物桥本宇太郎。张维炽后来培养出
闻名浙江围棋界的“宁波少年三剑客”——朱
松力、朱阿逸、黄明磊，这三人后来都获得职业
段位。
另一位参赛的老将张永明，年轻时多次获
得宁波市围棋赛冠军，后来致力于裁判工作，
成为国家级裁判。他曾于上世纪 80 年代执裁
过聂卫平和韩国名将曹薰铉之间的比赛，之后
多次担任全国体育大会、全国围棋团体赛和全
国个人赛等国家级赛事的裁判员和裁判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