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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黎莉）“我相信这个问题和每
个家庭息息相关，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具有现实
意义的地方。”昨日，温情影片《候鸟》全国路演来
到宁波，导演张运防，主演王姬、高丽雯母女在现
场和观众分享了电影拍摄背后的点滴。

《候鸟》以“你陪我长大，而你已变老”为主
题，讲述了一直在外漂泊的女儿单飞（高丽雯
饰）在母亲（王姬饰）病重后回到她身边，并且开
车带她进行了一场前往海南的看海之旅。旅途
中母女之间的隔阂与心结一一化解，然而随着
母亲病情的加重，很多还来不及诉说的感情，成
了母女间最后的遗憾……

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反映了母女关系在不
同阶段的变化。从亲密无间到产生隔阂，再到
和解，母亲与女儿可谓“亦敌亦友”。对于片中
的母女关系，主演王姬颇有感触，她感慨母女之
间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去维系。她自己与女儿
都身处娱乐圈，两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用心维护，
也变得亦师亦友。女儿高丽雯则表示，在拍摄
过程中最大的感悟是：如果跟家人有什么话或
者什么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表达或解决，千万
不要留下遗憾。“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最容易被
人忽略，希望同龄人也能够明白。”

作为国内知名女演员，此次王姬现身宁波
也受到了众多老粉丝的热烈追捧。在路演现
场，不少观众举着应援牌表达对这位老戏骨的
喜爱之情。一位60多岁的影迷告诉记者，她从
年轻时候就看王姬主演的影视剧，并被她深深
吸引，“当年《北京人在纽约》火遍中国，王姬也
成了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女神，今天能在家门
口见到偶像，真的很开心，希望她们母女能为我
们奉献更多好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背后还有宁波企
业的参与。影片投资方之一龙骏家园宁波分公
司总经理符百乐告诉记者，尽管集团公司主营
养老地产和文旅，原本和影视行业没有太大关
联，但是看到《候鸟》剧本后，觉得故事中关于

“亲情”和“孝”的主题，除了和集团推崇的文化
比较吻合外，也是对一种普世情绪的表达，因此
成了该片的投资方。

“母女或母子间的亲情，是人世间最质朴、
最天然、让人最有深切共鸣的情感，我们也希望
能够通过这样一部情感真挚的影片，让观众对
亲情和家庭能有所感悟。”符百乐说。

据悉，电影《候鸟》将于 6月 11日在全国
公映。

本报讯（记者 邹鑫） VNL世界女排联
赛开赛在即。记者从北仑体艺中心获悉，昨天
上午，中国女排一行22人从宁波出发前往上
海，直飞意大利米兰参赛。

队伍由郎平亲自带队。因为疫情，本次比
赛中国女排并未派出全部主力。“今年的情况
比较特殊，作为主教练，我要全程监督运动员
的训练和比赛。因为要在赛区封闭5个星期，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困难准备，不管是训练、比
赛还是生活。”郎平指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抵达意大利第一周的比赛，中国女排将分
别迎战三支亚洲球队。其中，日本女排5月1
日刚和中国队在奥运会测试赛上交过手，另外
两个则是久未谋面的老对手。“这段时间的集
训，队员们着重攻守和二传之间的配合。根据
要求，一些比赛还是要拿下来的，要让自己保
持一定的水平和自信心，但也不能着急。”郎
平说。

中国女排近段时间一直在宁波北仑训练
基地封闭训练。北仑体艺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说：“女排姑娘们从日本回来之后在北仑体育
宾馆隔离加封闭训练。隔离期间，体育宾馆不
许任何人进出。”

本次世界女排联赛定于5月25日开打，
中国女排将在26天时间里参加15场比赛。
比赛结束后仍将回到北仑训练基地。

▲充满温情的电影让观众动容。 记者 黎莉 摄

宁波企业参与投资的温情片《候鸟》来甬路演

王姬母女分享戏里戏外母女情

王姬（右）、高丽雯（中）和导演张运防与宁波影迷
交流互动。 通讯员 王延淳 摄

中国女排昨从北仑启程
赴意大利参加世界联赛

7星彩第21057期：8 6 1 1 5 2 7
6 + 1第21057期：7 9 8 9 9 4 1
20选5第21131期：02 08 12 14 20
排列5第21131期：2 2 3 9 3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3D第2021131期：0 5 5
七乐彩第2021057期：03 06 12 18 20 23 28 08
15选5第2021131期：02 04 07 10 12
快乐8第2021131期：
04 05 09 19 24 31 34 36 42 43
47 56 64 67 70 71 76 77 78 80

福彩开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