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28日 星期四 广告
责编/楼世宇 顾华达 审读/胡红亚

美编/严勇杰 照排/陈科
文体 A15

!"#$
!!"#$%&'()*+,*+-++(.
!$%&'()!"*+,-+.*-+/0

1%12
!34561%178+9:;999/
!<=1%12>?+999+:;;

@ABC
!DEFGHFIJKL!"#$%#&!
!/01234567*,8+(+9+

MNOP
QRSTUVOP
!"#$%&'()*+,(
-./0123(4506667
86669:;<(=>?@AB
C8D/8E6/D8FGHI

!WXYJKLMNOPQRS
TUCF6"(CDD00VDE00/

Z[\]
^_GF̀ aZ[

WXYC/VZ/[\]^_CE"
`aYD/ZEVb\]^CC66"
cXdYEZ&efJKghi
ABjklCD68CV6C/E8

!bcdmnopqr=,]s
tuvwxyz{N|}S=
,]s~!"#$%("#Z
&'()0E/6F*+z','-.
/012, 3)4-5&,567
83V_09*:a;<
!QedG=`>?@|ABC
XtuDEFGHOI(JK
ZLDDE066D_6E06E:a;<
!bcdMNopqr=,]s
tuOPQRz{ST=,]
s#$U]sV%"#$%(
"#Z&(WCVCC6F_/:a;<
!fgDVDXV%()3
(Y3$Z*"#Z[\l
_D0V76F_/7V6V]6/_*
./67l,W2,W
2̂ _̀ _̀&' )3̀2
a]6CC9*:a;<b
#$cdeLf=,]s

!"#$ !"#$

%&''((()

*+,-.!"#$%&'()*+,-./
0123456789:;-<=>?9:@A
BCD12EFGH*I&J+,KLMN7%&'$

!"##$$$%
!"#$%&'()*+ !",
-./01234#$5 #$%%6

OPQMR)(_8123(CF6fg2
O(hiAj(=klImnOob
SPTUVWR)(_8123(=
pqr;st(uvIwb
/0.(1)23'41 (1)23'5'
XYZ[\]̂_`abc]def

6789:;<=

#ghijklmnoD
pqrgGstuvwxb
mpyz{|}~!"#$
%d&'()*jG+,(-
./G01S2e30&4567
89:;7r< O%%~P
O]S~P=vwx>?Z@
AB-_CDE>?Z7
!"#$%&&''()*+

+',*-(.)&(+

>?@ABCDE

axyz{|A}~p!Y
!"Z$["K#!##$%LM(
$%&'(b)*+,-./0
1-23'45E6(78T9b
FGHIJOeddeKOeKOKL

FGHI

:;M<=>?@A$ZB^
LC(TU&&"DE(FG'%
bH^I:;J%b(K?L(
MNO(PpQR(78T9b
HIRO%K%KMOSŜO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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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乒乓球混双团体赛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夏建清）近日，2019年宁波市

乒乓球混合双打团体赛在北仑举行，来自全市的12
支乒乓球混合双打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宁波市乒协代表队夺得冠
军，宁波港代表队获亚军，镇海区乒协代表队和乒协
保税区分会代表队获得并列第三名，春晓分会、柴桥
分会、新碶分会和北仑电厂4支代表队并列第五名。

电影《一生有你》改编自水木年华经典
同名歌曲，由原唱者之一卢庚戌导演，徐娇、
谢彬彬、晏紫东主演，讲述了一个工科男爱
上一个女孩、遇见一个梦想，经历错过、告别
与成长的青春故事。

朗朗上口的旋律，娓娓道来的歌词，作
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校园民谣《一生有你》
在80后、90后群体中，有着非常高的认知
度。此前屡有以同名歌曲改编的影片创造
不俗票房的先例，例如 2014 年，《同桌的
你》在诞生20年后被高晓松搬上大银幕，
由周冬雨和林更新联袂主演，拿下4.56亿
元的票房。次年，何炅将《栀子花开》改编

成电影，由李易峰、张慧雯主演，斩获3.79亿
元票房。因此，《一生有你》的上映，颇受业
界期待。

业内人士认为，因为自带的流量基础，
近几年来不少改编自小说、漫画等IP的影视
作品都有较好的市场反应。像《一生有你》
已经有了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曲作为打底，如
果再有一个好的故事，就不难在市场上找到
目标受众。

记者昨天从时光网了解到，目前宁波各
大影院已经开启了《一生有你》的预售，11月
29日当天场次的选择比较多，平均票价在三
十几元。

省体育舞蹈选拔赛在甬举行
本报讯（记者 戴斌）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德艺

双馨，龙舞凤飞——第十六届“德艺双馨”公益盛典浙
江省体育舞蹈选拔赛暨2019全民健身舞蹈节浙江省
体育舞蹈大赛，近日在宁波雅戈尔体育馆举行。

体育舞蹈也称国际标准交谊舞，起源于古代土
风舞，经历对舞、圈舞、行列舞、集体舞等演变过程，
成为流传广泛的社交舞蹈。它分为两个项群，十个
舞种。其中摩登舞项群含有华尔兹、维也纳华尔兹、
探戈、狐步和快步舞；拉丁舞项群包括伦巴、恰恰、桑
巴、牛仔和斗牛舞。每个舞种均有各自的舞曲、舞步
及风格。根据各舞种的乐曲和动作要求，组编成各
自的成套动作。

本次在甬举行的省体育舞蹈赛，按不同年龄段分
组，共设置182个拉丁舞、摩登舞比赛项目，参赛选手年龄
最小的6岁，最大的60岁。大赛共有来自温州、嘉兴等地
的队伍以及我市各区县（市）青少年宫、宁波市少儿活动中
心等单位的39支代表队，1000余名舞蹈选手参加。

比赛持续进行了10余个小时，近2000对次较
量，展示了体育舞蹈的风采和魅力。经过评比，宁波
舞蹈天地艺术中心、奉化七彩拉丁舞俱乐部、海曙区
青少年宫、宁波少儿活动中心、峰灵舞蹈、CD舞蹈工
作室、平湖红舞天教育中心、尚艺舞蹈等15个代表队
获得优秀组织奖。

新片即将上映 学习也得抓紧

宁波小娘徐娇
开始“担心发际线”

对于宁波观众来说，对《一生有你》的另
一个期待点就是女主角徐娇。如今的徐娇
已经出落成一个清丽少女。在片中，她饰演
一名怀揣戏剧梦想、敢作敢为、开朗大方的
外语系大一女生。

和角色一样，现实中的徐娇也正在为学
业忙碌。2013年开始赴美留学，目前就读
于美国加州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一边忙
学业，一边还要参与影视作品的拍摄工作，
因此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徐娇坦言自己的日
程排得很满。

“今年5月，我回国演了一部校园轻喜剧
电影《电击女孩》，预计明年上映。此外，还在
学校里筹备和拍摄本学期导演课的作业，这
几天就要把刚构思好的剧本翻译成英文，然
后和选角导演开会，之后要和摄像去看景，最

后跟老师汇报情况。”徐娇表示在学校的时
候，自己的身份就是学生，尽量做到不受外
界干扰，安安静静地学习。而拍戏的时候就
是个演员，好好揣摩角色。“其实都是我要做
的事情，只是有些分身乏术。”她俏皮地开玩
笑说，已经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发际线了。

当被问到在正当红的时候选择出国学
习，有没有后悔过做出这个决定时，徐娇袒
露了心声，“任何事情有得必有失，出国留
学，确实让我错失了很多拍戏的机会，但同
时也获得了这个年龄段应有的尽量不被工
作干扰的大学时光，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
的差异。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我能用更全面
的眼光去看世界，这让我的思维得到了拓
宽，使我可以从客观、包容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 记者 黎莉

工作学习兼顾，徐娇坦言日程排得很满

校园“名”谣加持，《一生有你》受业内期待

11月即将进入尾声，虽然本月电影市场总票房不尽如人意，但亮点影片的
数量也不算少，《冰雪奇缘2》《少年的你》《决战中途岛》都是上档后快速破亿。
明天又有5部新片公映，其中包括由宁波姑娘徐娇主演的《一生有你》。近日，
记者联系上了远在美国求学的徐娇。一边顾着学习，一边还要参与影视作品的
拍摄，小妮子坦言最近有点忙。 徐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