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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我市作家张坚军的长篇小说《太阳正在
升起》将被改编拍摄成一部主旋律电视剧，昨天，该小说的影视改编
权签约仪式在位于甬江畔的冰厂跟鸿智文学馆内举行。

张坚军，笔名车弓，现居鄞州，著有长篇小说《红襟鸟》《名利圈》
《大商无界》《宋妃魂》等，《太阳正在升起》是他的第20部长篇叙事作
品，去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今年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

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100万字，讲述了浙江沿海某县天
街镇十五岙村两代农民的创业经历。通过他们带领村民办厂致富
的故事，把城乡各阶层人物的自尊、自强与自信，拼搏、挫折与追求，

痛苦、纠结与欢乐组合交织在一起，如同一部当代农民企业家的创业
史。小说面世后，得到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和评论家的高度肯定。

买下改编权的是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曾出品
《开天辟地》《永不消逝的电波》《秋之白华》等影视佳作，是业界佼佼
者，此次他们是怎么和张坚军结缘的呢？昨天出席签约仪式的唐德
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电视公司总经理李欢告诉记者，公司一直在寻找
有关浙江的题材，“《太阳正在升起》经人推荐后，我们先组织了几名
90后编辑进行阅读，没想到他们看了都很激动，说这是如史诗一样
的作品，建议公司一定要拿到改编权。这让我们有了信心。和张坚
军老师的洽谈进行得非常顺利。”

据李欢介绍，买下改编权后，下一步就是剧本创作，“意向中的
编剧已经有了，一位来自中戏，一位来自上戏，也希望张坚军能担任
总策划和艺术指导。我们的目的是拍出一部能反映宁波民营经济
发展历程、具有南方沿海新农村风貌的高峰之作，弘扬浙江精神。”

本报讯（记者 邹鑫）中国杯帆船赛目前正在深圳举行，中国宁波一号
帆船队在CEO克雷格·蒙克（Craig Monk）的带领下结束了前两日的比
赛。队员王红称“第二天第三轮比赛中，我们一路保持着第二名，不料在冲
终点前被IRC组别的大船挡风，结果痛失第二，掉到了第六。”11月8日，所
有队伍进入了长航赛程。

中国杯帆船赛是首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大帆船国际赛事，是帆船世界里
的蓝色领航者，也是被列入国际帆联赛历的重要赛事。本次比赛中国宁波
一号帆船队仍由Craig Monk带领，他是新西兰冠军队成员，奥运会和两
次美洲杯奖牌得主。同时，船队增加了新队员：来自澳大利亚的Keith
Swinton担任船长，他参加过多种不同级别的帆船赛事，多次担任船长和
战术师岗位，实战经验丰富；船员则包括毛辉、王昌吉这两位曾接受过专业
训练的队员，以及王红、柯禹楷、李嘉浩、洪晓骆等宁波万博鱼航海队的多
名成员。

就前两天场地赛的情况，记者了解到，首日比赛遭遇了小风天和风变，
组委会不得已缩短了航线，中国宁波一号帆船队以第11名的成绩冲过终
点；第二天总共进行了三轮比赛，首轮中国宁波一号因抢航被取消资格，第
二轮获得第七，第三轮本有机会夺得第二，但因为被大船抢占了最后横风
航段的上风位置，从而影响了成绩，名次滑落至第六。

18岁宁波小将王敏涛
射击亚锦赛夺金

中国宁波一号帆船队
出战中国杯赛

宁波作家张坚军的长篇小说
《太阳正在升起》将被拍成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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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福彩开奖信息

七乐彩 第20191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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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选5 第2019298期：
01 02 13 14 15

王敏涛在亚锦赛上。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邹鑫）记者昨日从宁波体育运动学校获悉，
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2019年第十四届亚洲射击锦标赛
上传来捷报，在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比赛中，由宁波体育运动
学校培养输送的王敏涛和队友合作夺得团体冠军。另外，在男
子小口径自选步枪60发卧姿比赛中，王敏涛和队友以0.6环之差
屈居团体亚军。教练虞利华为王敏涛点赞：“虽然错失夺取两金
的机会，不过首次亚锦赛之行，年轻的你还是值得肯定。”

射击亚锦赛是亚洲最高规格的射击比赛，为各国选手
提供重要的交流和学习机会。今年的比赛从11月3日开
始至14日结束，为期12天。

由于明年是奥运年，因此各支参赛队伍对于本届亚锦赛
都格外重视，把比赛当成了东京奥运会前的一次练兵。中国
射击队也不例外，在阵容庞大的队伍中，宁波有杨倩、王敏涛
和徐源男三名运动员入选。

王敏涛是宁海县一市镇东岙村人，2001年出生。在家人
眼中，他调皮聪明，对男孩子的“专属”玩具如弹弓、玩具枪等
都爱不释手。2013年，正读四年级的他被当时宁波体育运动
学校教练虞利华看中，从此成为该校射击大家庭中的一员。
此后的训练生涯虽然充满艰辛，但小家伙坚强地走了过来。

经过3年的沉淀与磨练，王敏涛在2016年开始飞速突
破，一举拿下浙江省射击锦标赛4个冠军。2017年获全国重
点城市射击比赛卧射第一名，达到国家级运动健将标准，并入
选国家集训队。2018年，王敏涛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青
年射击世界杯赛，获得小口径自选步枪3×40团体冠军；在
全国射击射箭重点城市联合会射击比赛小口径自选步枪
3×40项目中打出1178环，并最终夺冠，这一成绩超过了
世界青年纪录。

在2018年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射击比赛上，王敏
涛一举夺得5枚金牌，成为宁波代表团里的“多金王”。

近日，94岁高龄的方老太在家属的搀扶
下，来到了宁波鄞州眼科医院周宏健的专家门
诊，并将手中锦旗亲手交到了周宏健院长的手
上，还连连感谢他用飞刀激光（无刀）术治好了
因白内障失明三年的左眼，从此重见光明。

据了解，在三年前，这位方老太就在宁波
鄞州眼科医院做了右眼的飞刀激光（无刀）白
内障术，术后右眼视力较为稳定。如今，方老
太又来到了宁波鄞州眼科医院治她的左眼。

老太的女儿说：“周宏健院长为当时91岁
高龄母亲的右眼，实施了无刀白内障术，之后右
眼视力从0.2左右提高到了0.6左右。因为我母
亲左眼白内障较轻，于是仅做了右眼手术后就
回家了，但是近三年来，左眼视力急剧下降，于
是母亲就赶紧让我们带她再来找周院长，她嘴
上不说，心里别提有多信任周院长了。”

方老太左眼白内障一拖就三年，这三年里
她的左眼视力迅速下降。由于方老太本身性
格倔强，和许多老年朋友一样害怕手术，但失
明造成的不便促使她又来到了宁波鄞州眼科
医院。这次，周宏健院长考虑到方老太已经94
岁高龄，本身也有着高血压、冠心病等老年病，
加上她的属于白内障5级硬核，手术难度大。
周院长和家属沟通后，决定采用飞秒激光（无
刀）术提高白内障手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使
她术后视力恢复更好。

经过了不到10分钟的手术后，方老太的
眼前一片明亮，术后视力达到了0.6左右。当
时，方老太下了手术台回到病房就十分激动地

说:“周院长做的手术真的一点也不痛，现在我眼
睛看得清楚多了，我要给周院长送一面锦旗。”

据悉，11月11日（下周一）上午9点，宁波
鄞州眼科医院将邀请了宁波电视台知名主持
人王阿姨一起领略宁波鄞州眼科的无刀飞秒
术，当天为了回馈新老客户，将有机会赢取现
场白内障手术优惠、精美礼品等。方老太听说
该消息后，特别表示自己的眼睛就是拖了太久
变得这么危急，错过了上佳的治疗时间，所幸
周院长妙手让她重见光明，为此，她特意帮身
边的老朋友提前报名了该活动。周院长表示，
白内障视力只要降至约0.5，就应该及时治疗，
本次活动只要前来就有礼物，提前来院报名还
可获赠一份惊喜。

记者 徐益霞

宁波白内障专家周宏健主任医师出诊信息
出诊地点：宁波鄞州眼科医院
出诊时间：每周三、周五上午，周日全天
预约挂号：宁波市公众健康服务平台可预约

九旬老太行无刀白内障术后复明，特意送锦旗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