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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联赛第一阶段收官

宁波德邦控股队调高赛季目标
从
“保级”
到“保六争三”

排球联赛
大学生排球赛
沙滩排球赛……

宁波业余排球
风生水起

宁波德邦控股队和深圳南岭铁狼队比赛现场。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俞学丰） 2019借着主场之势，宁波德邦控股在开赛第 2 分
2020 赛季中国足协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
钟就由 19 号球员林宇辰先声夺人打进一球。过
八轮的争夺 12 月 1 日全部结束，由于 4 日国家五
早丢球没有给深圳南岭铁狼队带来太大压力，很
人制足球队将开始集训和参加国际邀请赛，备战
快由 7 号球员庄健发扳平比分。上半场剩余时间
明年 2 月 27 日开始的五人制足球亚锦赛决赛阶段
里，纪圣珐为宁波队打进一球，凯赛尔·塔西买买
比赛，全国五人制超级联赛进入休战期，下阶段比
提和陈智恒为深圳队分别建功。下半场易边再
赛 3 月 14 日开始。
战，凯赛尔·塔西买买提梅开二度帮助客队扩大了
第八轮的焦点战是宁波德邦控股队主场迎战
领先优势，宁波队则由刘晨打进一球缩小分差，
深圳南岭铁狼队。本场比赛之前，五超新军宁波
34。随后，努力追赶比分的宁波队打出“五零战
队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三，而客队则是本赛季保持
术”，但由于经验不足，被深圳队抓住空门的机会
不败的卫冕冠军。
再入两球，
最终以 36 的比分输掉比赛。
作为今年五超联赛的最后一战，宁波德邦控
至此，今年五超“升班马”宁波德邦控股队在
股队本轮把主场设在了雅戈尔体育馆，此举吸引
前八轮比赛中的战绩为 4 胜 2 平 2 负，进 29 球失
了近 2000 名热心球迷观战。兰魂球迷组织、勇虎
24 球，积分榜上进入前四。射手榜上，宁波队的五
足球俱乐部球迷团队的成员更是统一服装，敲锣
人制国脚耿德旸以 9 个进球高居第一位。联赛开
打鼓，口号声和歌声响彻体育馆。如此气氛让卫
战之前，宁波德邦控股队为本赛季的战绩定位是
冕冠军队的主教练都十分羡慕：
“这里比赛的氛围 “保级”，而随着比赛的一轮轮展开，球队一步步建
非常好，祝贺宁波队有这么高的人气，有这么多的
立了更强的自信心。第一阶段收官战虽然输给了
球迷支持他们，让两队都受到鼓舞。
”
领头羊，但在赛后发布会上，宁波德邦控股队主教
这场比赛被看作是五超联赛“新旧势力”的对
练高山还是透露了新的目标：保六争三。高山表
话，双方也为球迷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对攻，对主队
示，经过第一阶段的磨合与历练，球员之间更加熟
球员和球迷来说，遗憾的是虽然先声夺人取得进
悉、默契，相信下一阶段比赛中会有更好的表现，
球，可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球队将努力为球迷奉献更精彩的比赛。

《雷雨》拉开 2019 甬剧艺术节帷幕

男主演钱后吟：
甬剧艺术节见证我成长
是和甬剧艺术节一
起发展起来的。
2012 年 12 月，宁波
市甬剧团建团 60 周
年优秀剧目展演之后，
举行了 8 个业余甬剧团
体优秀剧目展演，之后每年
12 月举行的集中展演慢慢发展成
了“甬剧艺术节”。
“2012 年是我接触甬剧的第二
年，我带着两台大戏《借妻》和《半把剪刀》登上了
逸夫剧院的舞台。记得当时王锦文、杨柳汀、严耀
忠等名家都来看了，对我的表演给予肯定，也提出
了中肯的建议。张海波老师说我的气质比较儒
雅，很符合《借妻》中李成龙的书生形象，而在舞台
上和张海波老师的合作演出，也促使我在甬剧艺
术上慢慢进步。很感谢这些老师为我打开了‘堇
风’之窗，让我领略到真正的甬剧‘味道’，从此钻
进了甬剧这一方天地。
”
钱后吟回忆说。
每年的甬剧艺术节，钱后吟都有不止一个剧
目参演，今年他除了主演《雷雨》，还将在王锦文主
演的新戏《暖城》中担任角色。
“ 每排一台戏，都有
新的收获，一个业余演员由此慢慢地被广大戏迷
朋友认识并认可。甬剧艺术节见证了我的成长，
感恩！”

钱后吟（左）饰周萍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文 记者 周建平/摄）
作为 2019 甬剧艺术节的第一台大戏，鄞州横溪甬
剧团的《雷雨》昨晚在逸夫剧院上演，民营剧团的
投入表演，让周朴园、周萍父子与繁漪、鲁妈、四凤
之间的爱恨情仇一开场就牢牢地吸引了观众，现
场坐得满满当当。在接下来的 20 多天里，甬剧艺
术节还将上演 9 台大戏。
横溪甬剧团是宁波民营甬剧团中的翘楚，曾
名小堇风甬剧团。自 2013 年成立以来，该团在王
锦文、沃幸康、董阳焕、全碧水等甬剧名家的指导
下，复排了《半把剪刀》
《天要落雨娘要嫁》
《杨乃武
与小白菜》
《雷雨》
《借妻》
《半夜夫妻》
《双玉蝉》等
大戏。目前，剧团共有演员 40 多人，还拥有固定
的排练场、道具、服装仓库、专业音响设备。
为了这场演出，剧组人员从昨天上午 10 点开
始，就在逸夫剧院对光、走台，做准备。
“ 我们团首
演《雷雨》是在 2017 年，两年多来，对这部剧早已
烂熟于心。剧团今年有 120 多场演出，前不久还
在鄞州区‘天天演’工程中演过《雷雨》呢。尽管已
经很熟练了，但为这次甬剧艺术节，我们又花了三
天时间进行复排、加工。甬剧艺术节已成为一个
品牌，我们的演出可不要辜负了这个品牌。”主演
之一钱后吟告诉记者。
钱后吟是我市知名甬剧票友，他的表演几乎

本报讯（记者 戴斌） 经过两
天角逐，宁波市第三届排球联赛
暨北仑排协杯邀请赛 12 月 1 日结
束。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市 10 支
业 余 排 球 队 的 150 名 运 动 员 参
赛，
最终甬悦体校队夺得冠军。
本次比赛参赛的球队先分成
两组进行循环赛，小组前两名进
入四强淘汰赛直至决出冠军。小
组赛结束，A 组甬悦体校队、北仑
排协队出线，B 组奉化汉丰时代
队、ALA 队出线。经过交叉淘汰
制较量，前四名最后排序为：甬悦
体校队、奉化汉丰时代队、ALA
队、北仑排协队。
作为中国女排的主场城市，
我市拥有良好的排球运动基础，
除了宁波体育运动学校历年来为
省队和国家队输送了单丹娜等一
批优秀运动员之外，业余排球运
动也风生水起。正是由于爱好排
球运动的人士组成了不少业余球
队，宁波市排球协会于 2017 年开
始主办市排球联赛，为业余排球
运动打造一个集中交流的平台。
另外，我市还有“甬悦杯”全国业
余排球邀请赛、
“ 小港杯”全国男
子业余排球邀请赛、大学生排球
联赛等一系列已延续多年的业余
排球赛事。
“明年我们还计划推出沙滩
排球赛事，让排球爱好者有更多
的比赛体验。”市排球协会人士告
诉记者，11 月在梅山沙滩公园已
经组织过沙排赛事，当时杭州队、
杭州新天空 NSK 队、宁波诺丁汉
队、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队、自由人
队、宁波队等排球队伍体验了比
赛。
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杭州
亚运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今年已
经落户宁波象山分赛区，3 月中
旬，杭州亚组委确定象山东海半
边山旅游度假区为亚运会沙滩排
球比赛选址地。亚运会沙滩排球
项目计划设 2 枚金牌，预计将有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名运动
员参赛，赛期约 10 天。市排球协
会酝酿业余沙排赛事，也是为了
更好地为亚运会主场造势。

市排球联赛比赛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