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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洛奇）“再过几天，这场因为疫情防
控而改期的音乐会将正式上演了，这
也是截至目前，宁波青少年艺术演出
领域节目种类最全面、水准最高的一
次。”13日晚7:30，“温暖2021”宁波
青少年新年音乐会将登陆宁波音乐
厅，音乐会艺术总监戚缪笛表示，经
过大半年的打磨，这台音乐会的内容
将更加多元化，希望观众在现场可以
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

去年暑期，宁波音乐港青少年艺
术团就开始筹备这台新年音乐会，原
计划今年1月9日上演，后来因疫情
防控，调整到了3月13日晚，“演出的
延期，也给我们腾出更多时间好好打
磨节目。”戚缪笛说，最近几天，个别
节目还在最后彩排中，“孩子们希望

用最佳的状态，来展示宁波青少年的
艺术风采。”

据戚缪笛介绍，这场音乐会精心
安排了12个节目，包括交响合唱、女
团表演、原创音乐剧、交响诗朗诵、民
乐合奏等，节目类型非常丰富。“这是
我们第二次推出这样的音乐会，与上
次相比，在节目的编排上进行了不少
创新，水准也有了不小的提升。”

据记者了解，音乐会的演员阵容
由大、中、小学生组成，共计170多
人，这些孩子都是经过考核后才进入
宁波音乐港青少年艺术团的，“艺术
表演水平较高，且都很有潜力。”

“音乐会特别增加了建党百年的
元素，红色主题与交响乐相得益彰，
也使得气势更加恢弘。”谈及演出亮
点，戚缪笛介绍，2021年央视春晚上

张也、周深联袂演唱的《灯火里的中
国》引发观众共鸣，此次青少年新年
音乐会上，宁波音乐港青少年艺术团
——法伊娜声乐协奏团的两名成员
将现场演唱宁波版《灯火里的中国》；
《音乐中的百年红色党史》将以朗诵

与乐团协奏的方式呈现；音乐剧《温
暖你我 携手前行》由5个孩子联手
演绎，交响乐团伴奏，以致敬白衣天
使；由鄞州中学蓝青民乐团带来的民
族管弦乐合奏《庆典序曲》则是这台
音乐会的压轴节目。

本报讯（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鲍丹萍）“二月二”是我国的一个传统
节日，人们在这一天敬龙祈雨，佑保丰
收。昨天，记者从“中国龙舟文化之
乡”鄞州云龙镇获悉，该镇将于3月
14日（农历二月初二）首次推出“二月
二·龙抬头”大型龙舟主题民俗活动。

据悉，当天将有18支龙舟队伍、

238名队员参与水上龙舟巡游，途经
全镇18个村、社、渔、居。同时沿岸
设置美食展销区，拉拉队夹道欢迎，
做到村村参与，预计参与活动人数将
达2万人次。

与以往龙舟活动不同的是，本次
活动线路设置更加人文化，巡游水上
航线长达37.13公里。队伍从主会场
龙舟基地出发后将分成两组进行巡
游，一组去甲村片区，一组前往云龙
片区，每个片区由9支龙舟队组成巡
游队伍。云龙大桥、云龙村说事长
廊、银亿上郡、云龙镇赛艇基地、前徐
村老祠堂门口、甲村村、冠英村法治
公园是这场大型龙舟主题民俗活动
的最佳观赏点。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以“文化”+
“旅游”+“赛事”相融合的方式，把
龙舟运动融入到旅游和文化中，通
过龙舟活动激发乡村活力，推动乡
村振兴。

龙舟文化在云龙镇有着悠久的
历史传承，当地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

“羽人竞渡纹铜钺”印证了云龙2000
多年的龙舟竞渡史。近年来，云龙镇
大力打造龙舟运动赛事，目前村村有
龙舟队、周周有比赛、月月有大赛，还
有陆地龙舟、单人龙舟等各种参与性
很强的龙舟项目。

云龙镇党委书记洪峰表示，云龙
是宁波市首个通过体育运动推进全
域精细治理的乡镇。此前，该镇已经
投资2000余万元拓宽长山江水面，
创建了全市第一条“畅享宁横·十里
水乡”水上风景线，沿岸打造龙舟看
台、健身步道、篮球场和羽毛球场等
全民健身设施，修建龙舟训练基地和
龙舟陈列馆。接下来，云龙还将投资
1.2亿元推进前塘河云龙段整治提升
工程，提升滨水景观，让河道成为居
民休闲娱乐的汇聚之地，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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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演出团队正在紧张排练 通讯员供图

宁波青少年新年音乐会后天晚上举行

宁波版《灯火里的中国》将闪亮登场

鄞州云龙打造龙舟文旅风景线
将首次推出“二月二·龙抬头”大型龙舟主题民俗活动

大乐透第21026期：
07 11 20 24 27 01 11
20选5第21059期：
05 07 09 12 15
排列5第21059期：
6 3 6 2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3D第2021059期：
5 8 1
七乐彩第2021026期：
03 07 09 12 17 19 20 14
6+1第2021026期：
2 8 0 9 7 9 鸡
15选5第2021059期：
01 02 05 10 13
快乐8第2021059期：
01 02 09 11 13 17 24 25 30 37
41 54 60 63 65 71 72 74 77 78

福彩开奖信息

近年来云龙镇大力打造龙舟赛事。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