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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开奖信息
3D第2019347期：3 4 8
七乐彩第2019149期：04 05 07 13 16 19 26 17
15选5第2019347期：01 02 06 11 13

6+1第19149期：0 2 2 1 2 2 0
20选5第19347期：05 13 15 19 20
排列5第19347期：5 4 9 4 8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作为2019年
度中国新乡村音乐发展计划的收官之作，
昨晚，2019中国新乡村音乐盛典在宁波大
剧院举行。

盛典分为时光、土地、乡情三个篇章，
在时间与空间上展开了一幅气势磅礴的中
国画卷。那些歌唱土地的音乐，让观众一
次次感受到中国新乡村所带来的美好愿
景。

《中国好声音》学员叶炫清用轻盈飘逸
的嗓音演唱了中国新乡村音乐发展计划首
支签约作品《春光如你》，由此拉开了盛典
的序幕。随后，《又见炊烟》《风吹麦浪》《月
光》《桂花又飘香》等乡村组曲，又把人的思
绪带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盛典还邀请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唱
作人小娟&山谷里的居民、苏阳、HAYA乐
团，他们用东西南北的歌，吟唱着不同地域
的风土人情，《晚风》《贤良》《寂静的天
空》……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展现了中国新
乡村音乐的蓬勃力量。来自美国的
MountainHigh乐队，不仅让宁波观众听
到了纯正的美国新乡村音乐，他们与中国
音乐家的互动，也让观众感受到了音乐无
国界的魅力。

音乐把最美的故事都留在了歌里。
2019年中国新乡村音乐体验四季营吸引全

国近百位音乐人深入乡村，开展采风、交流
和创作，产生了40多首原创歌曲。

昨晚的盛典现场，首届中国歌词大会
一、二、三等奖以及最具网络人气奖最终揭
晓。《爸爸，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就喜
欢这种感觉》《宁波老家》《外婆老家》《黄梅
雨黄梅子黄梅戏》获得三等奖；《和妈妈一
起聊聊天》《演皮影》《两小》获得二等奖。
首届中国歌词大会一等奖颁给了《赛秋》，
《乡村的黄昏》获最具网络人气奖。

值得一提的是，新乡村音乐发展计划
联合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的“中国新乡村
音乐榜”也在昨晚上线。作为国内首个以

“乡村”流行风向为主题的原创音乐榜单，
中国新乡村音乐榜旨在挖掘中国乡村音乐
原创作品及音乐人，并联合网易云音乐数
字平台与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发布。

“汤圆/轻轻地揉成团圆/圆圆地回到那
年……”台湾地区资深音乐制作人许常德，
在盛典上给宁波送上了一份厚礼。他亲自
作词，为宁波量身打造了一首歌曲《人生如
宁波》，并邀请到了流行二人组合中国娃娃
倾情演绎。《人生如宁波》把汤圆的意象化
入温暖的曲调中，一下子就把人带回到全
家围坐在一起吃着汤圆的温馨场景。这份
特别的宁波文化记忆，传达出深邃的人生
意境。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辞旧迎新之际，回望
一年来的收获，奏响对未来的期许，这几天宁波各
大文化场馆迎来密集的新年音乐会，以美妙的音
乐迎接2020年的到来。

记者了解到，仅今晚，就有三场新年音乐会同
时上演：在宁波大剧院，有俄罗斯国立克麦罗沃爱
乐乐团献演的柴可夫斯基作品新年音乐会；在江
北区文化中心剧院，有宁波音乐港青少年交响乐
团等带来的2020宁波音乐港新年音乐会；在宁波
图书馆新馆，有新馆开馆一周年专场迎新音乐
会。明天晚上，在宁波逸夫剧院，德国汉诺威交响
乐团将奏响海曙区“海之韵”2020新年音乐会；在
宁波大剧院，将有维也纳圆舞曲乐团带来的宁波
新年音乐会……

宁波交响乐团这些天也是马不停蹄，26日晚
奏响了镇海炼化新年音乐会，27日晚在奉化剧院
上演奉化区新年音乐会。雅乐齐奏歌盛世，管弦
共鸣贺华章，华丽的乐章点亮冬夜的甬城，拉开了
我市迎新序幕。

记者还从宁波交响乐团了解到，2020宁波市
新年音乐会将分别于12月30日、31日在宁波大
剧院和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连演两场。该音乐会
由“世界舞曲集锦”“春天和爱情的赞歌”“海的故
事”和“祝福宁波 祝福新年”四大块内容组成，其
中大部分曲目是宁波交响乐团的首演。为这两场
音乐会助阵的，不仅有旅奥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
还有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宁波市文化馆群星合
唱团、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合唱团和宁波呐豆
少儿合唱团。其中宋元明将和中央音乐学院合唱
团合作交响合唱《布兰诗歌》选曲，以声与乐的美
妙融合，唱响春到人间的赞歌。

2019中国新乡村音乐盛典昨举行
首届中国歌词大会各奖项在甬颁发

宁波新年音乐会密集奏响

歌手们在盛典上献唱。 记者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