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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拍出江南烟雨意境。
雨天拍出江南烟雨意境
。

央视《东西南北贺新春》导演邹为称在宁波的拍摄很顺利

“下雨让画面更具江南特色”

1 月 12 日完成了在余姚横坎
春”节目都是在白天而且是露天环
的镜头，包括无人机的使用，它在
头村的拍摄后，中央电视台《我们
境下拍摄，不用激光、投影等现代
下雨天是无法起飞的；还有虚拟歌
的中国梦——2020 东西南北贺新
高科技舞美技术，这就要求拍摄地
手洛天伊的表演。总体来说，拍摄
春》春节特别节目在宁波的录制全
点必须能鲜明地体现一个城市的
很顺利，为此特别感谢宁波方方面
部结束。顺利完成拍摄工作的总
风格和特色。
“ 在宁波选的几个点
面的配合，感谢演员和观众的坚
导演邹为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说虽
都特别好。在天一阁广场拍摄的
持，下雨天比较冷，但大家都坚持
然不巧赶上了下雨天，但下雨更能
同时，我们的小分队深入到了北仑
下来了。
”
体现烟雨濛濛的江南特色，而且和
梅山码头的工人当中，这两处重在
邹为导演是第一次来宁波，拍
舞台旁边天一阁粉墙黛瓦的周边
体现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
摄间隙，他也去天一阁博物馆附近
环境很搭，
“ 天一生水嘛”，所以大
城市特色。1 月 11 日小分队又去
走了走，
“我感觉宁波人很有素
家不用担心。
镇海郑氏十七房、东钱湖进行拍
养。印象最深的是，在人行横道
邹为是央视大型节目中心导
摄，12 日则去了余姚横坎头村拍
处，汽车都会停下来让行人先通
演，曾多次参与央视春节联欢晚
摄，这些地方展现了宁波青山绿水
过，真切体会到了宁波人的幸福
会、青年歌手大奖赛等大型节目的
的美景，特别是横坎头村，是习总
感。确实，在宁波，都挺好！”他说，
创作，执导了央视《2019 年元旦晚
书记牵挂的地方。这台节目将体
为了与央视春晚相区别，
“ 东西南
会》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闭幕式》 现很多新时代我们国家的种种变
北贺新春”节目重在体现全国各地
《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化，这种体现不是喊口号式的，而
白天过年的特色，节目中的信息量
开闭幕式》等大型演出。此次他担
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就像这江南的
特别大，观众朋友对“东西南北”的
每个会场会有全新了解，节目中会
任《2020 东西南北贺新春》节目宁
濛濛细雨。
”
波
“东”
会场的总导演。
10 日、11 日两天在天一阁广
展示大家不是很熟悉但又感兴趣
的内容，
“ 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在
据邹导介绍，
《2020 东西南北
场的拍摄都赶上了下雨，会不会影
过年的时候看了这个节目后，都能
贺新春》在全国四个城市的拍摄各
响演出效果？对此，邹为说，下雨
”
有特色，在宁波拍摄的节目“突出
确实是这次拍摄遇到的最大困难， 到宁波来走走、来看看。
邹为透露，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古风”，
“ 整体上，古典和现代相结 “我们的一些拍摄器材需要做防水
——2020 东西南北贺新春》春节
合的中国风气质更浓郁。这也是
保护，有些节目设计也因为下雨而
我们为什么选择天一阁广场作为
需要改动，但濛濛烟雨的画面也更
特别节目时长 4.5 小时，宁波作为
主舞台的主要原因。因为这儿很
好地体现出了江南特色，和天一阁 “东”会场的代表，将在整台节目中
亮相 70 分钟，
“在宁波拍摄的内容
好地体现了历史和现代的结合、碰
飞檐翘角马头墙的古建筑以及天
撞，天一阁周边的历史建筑和不远
一生水的意境都很吻合。特别好
很丰富，演员来得也多，宁波值得
称道的历史、人文内容也多，因此
处的现代建筑融为一体，这对我们
的是，10 日上午拍摄的时候，雨停
拍节目是一个特别好的优势。”
了约 3 小时。这 3 小时特别宝贵！ 在整台节目中所占的体量相对比
邹为解释说，
“ 东西南北贺新
我们抢拍了好多下雨天无法完成
较大。
”
记者 俞素梅 文/摄

●相关新闻

央视节目录制转场梁弄,
“红村村晚”
共贺新春

陈思思在现场写福字。
通讯员供图

1 月 12 日的余姚梁弄镇横坎
头村，仿佛提早进入了鼠年春节。
白墙黑瓦之间，
一串串大红灯笼高
高挂起；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围坐
在一张张八仙桌旁，欢歌笑语，好
不热闹；独具地方特色的梁弄大
糕、五彩赞糕、五彩面、陆埠豆酥糖
香气四溢，
本土竹编、面塑、剪纸等
手工艺制作品琳琅满目；
民间的书
法爱好者们泼墨挥毫，
为乡亲们写
春联送“福”……当日，央视《我们
的中国梦——2020 东西南北贺新
春》节目转场横坎头村录制。
据了解，著名央视主持人蓝
羽，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陈思
思参与了梁弄会场的录制，
她们的
到来吸引了村民们的热情关注。
今年央视《我们的中国梦——
2020 东西南北贺新春》节目分别

在宁波、西安、汕头、哈尔滨四个城
市进行录制，
梁弄镇横坎头村是在
宁波录制的分点之一。
昨天下午，
横坎头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张灯结彩，第七届“火红
梁弄”群众文化节开幕式暨 2020
年横坎头村“红村村晚”在新建成
的红村剧院隆重开幕。
锣鼓敲起来，
龙狮舞起来。在
《春回大地》开场舞中，
“红村村晚”
拉开序幕。音乐快板《红村的生活
比蜜甜》、小品《红村轶事》、村歌合
唱《我自豪，
我是红村人》……由村
民带来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让横
坎头村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和喜悦，
展现了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
努
力打造富裕、
美丽、
宜居的美丽乡村
的喜人成果。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梁宣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俞学
丰） 1 月 11 日，2020 年宁波市“贺岁
杯”五人制足球争霸赛在市老体中心
开赛。该项赛事已成为我市每年举行
的传统足球比赛之一，每年春节前后
举行，为热爱足球的兄弟们搭建一个
以球贺岁的交流平台。
“贺岁杯”
足球赛报名队员要求纯
本 土 化 —— 身 份 证 号 码 必 须 以
“3302”开头。因此，这也是甬城“阿
拉足球”的一项贺岁盛宴。今年的赛
事共有 16 支球队参加，都是我市绿茵
场里的活跃球队。例如宜恋智能晾衣
队已经成立 17 周年，这些以当年的同
学为主力阵容的球员，对足球的热情
一如既往，他们在去年还获得了市乙
级联赛的冠军。
本届比赛由宁波市体育局指导，
宁波市老年体育活动中心、海曙区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宁波市足
球协会、宁波明赫体育协办，1 月 11
日、12 日和 18 日进行小组赛，淘汰赛
则于春节后进行，至 2 月 9 日决出冠
军。

戎家社区迎新春
居民自编自演 11 个节目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蓝
卫明） 1 月 11 日，鄞州区东胜街道戎
家社区举办迎新春团拜会，
居民代表、
党员、志愿者、楼道小组长等 200 多人
欢聚一堂。
团拜会现场，戎家社区热心居民
自编自演的 11 个文艺节目轮番上演，
合唱、舞蹈、戏曲等节目一应俱全，现
场一片欢声笑语。
舞蹈队带来的舞蹈《不忘初心》，
越剧选段《回十八》、舞蹈、
《映山红》、
小品《甜蜜旧梦》、男声独唱《新的天
地》、
《甬剧连唱》、大合唱《向往》、
《我
爱你中国》等节目精彩纷呈。欢快的
舞蹈，优美的旋律，嘹亮的歌声，展现
了社区居民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社区工作人员说，现场的 11 个节
目都是居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虽然
没有专业团队表演得精彩，偶尔唱歌
有些跑调，
乐器拉得不大娴熟，
但都很
接地气。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 第 2020005 期：
11 16 17 22 26 32 04
3D 第 2020012 期：
7 0 5
15 选 5 第 2020012 期：
01 05 06 11 12

体彩开奖信息
6+1 第 20005 期：
8 7 8 7 3 0 3
20 选 5 第 20012 期：
03 09 10 13 19
排列 5 第 20012 期：
3 1 3 9 9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