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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莫云）记者从宁波市体育局群体处
获悉，浙江省第四届体育大会桨板
救生比赛9月12日在衢州市水亭门
信安湖落幕。在5个竞赛项目中，
宁波队获得女子桨板救生、四人龙
板救生2个项目的金牌，另外还获
得男子桨板救生项目第二名和第三
名，男子、女子救生板救生两项第六
名，创造了宁波桨板救生队伍参加

省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桨板作为一项新兴的水上运

动项目，近年来在全世界得到了迅
速普及。桨板可分为冲浪桨板、休
闲桨板、旅行巡航桨板、比赛桨板、
瑜伽桨板和救生桨板等。而救生
桨板作为新型水上救生工具，具有
上手快、视野好、通用性强、绿色环
保等特点，目前开展的各类水上赛
事中，都采用它作为安全保障。

浙江是国内最早推广使用救
生桨板的省份，2019年就在全国
率先推出了救生桨板大赛。“省里
举办这项比赛，是为了促进和提高
救生桨板的规范使用。桨板对于
救助溺水者是个好帮手，能够帮助
施救者快速进行近距离救援，自己
也安全，效率提高很多。”宁波市水
上救生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市近年来也在不断推动救生桨板
等新兴运动开展，培养水上救生队
伍。自2019年以来，我市每年都组
队参加省救生桨板大赛，屡获佳绩。

此次省体育大会桨板救生比
赛，共有来自全省 10 个地市的
100多位运动员参加男、女救生板
救生，男、女桨板救生和龙板救生
5个项目的角逐。参赛的宁波代
表队由市水上救生协会选拔组建，
最终夏科亚/赵芬芬获女子桨板救
生项目冠军，游正礼/陈云明/刘正
林/龚翠香/夏科亚获四人龙板救
生项目冠军。另外，刘正林/陈云
明、游正礼/陈云明分获男子桨板
救生项目第二名和第三名，俞挺/
陈云明获得男子救生板救生第六
名,赵芬芬/夏科亚获得女子救生
板救生第六名。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张盈祺） 9月11日至12日，中国新
乡村音乐创作营第二季特别采风活
动来到宁海温泉艺术村。本季创作
营围绕“爱宁波”这一主题，邀请多位
音乐人进行了作品交流会、分享会、
草地音乐趴和新作构思讨论等活动。

在两天的交流创作中，营员们充
分发挥才情，分别展示了自己为这次
活动创作的Domo（录音样带）。

两天的采风经历，给宁波市音乐
家协会名誉主席陈民宪留下了深刻
印象，他说：“创作一定要风格多元，
要有想法；另一方面得融入情感，找
好角度，只要好听，就都能被接受。”

如何唱红一首宁波味道的歌？音
乐唱作人钟立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想写出一首能够红起来的宁波歌曲，
首先要关注歌曲本身怎么被市场接受
的内在逻辑，研究榜单上的爆款音乐制
作，先让作品流行起来。”音乐“老炮”杨
剑清则直抒胸臆：“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写自己内心经历的‘宁波味’，才会让大
家有共鸣，让作品有生命力。”

勇夺2金1银1铜
这项水上救生比赛，宁波队创历史最好成绩

宁波选手比赛场景。 通讯员供图

宁波味道的歌曲
怎样才能走红？
中国新乡村音乐创作营
开启即兴创作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俞学丰） 经过为期3天的角逐，
2021 浙江省男子沙滩足球锦标
赛12日在舟山顺利落幕。我市
海曙区高桥镇代表队以全胜的战
绩荣获冠军，并获得参加全国沙
滩足球锦标赛资格，宁波全讯队
获亚军。

据了解，此次省沙滩足球赛，
高桥镇代表队以“浙江省全运队”
名义参赛，他们即将代表浙江省出
征全运会群众项目沙滩足球比
赛。全运会群众项目沙滩足球比

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广西北
海举行。

按照规程，第十四届全运会群
众比赛足球项目设置十一人制足
球、五人制足球、沙滩足球3个大
项，8个分项，共12个小项。根据
报名要求，参赛运动员年龄要求在
25 周岁至 60 周岁之间，球队以
县、区（包括县级市等）、县处级单
位，或县处级以下的街道、乡镇、企
业、事业单位组队报名，专业运动
员不允许参加全运会群众比赛，可
以说每支参赛的球队都是实至名

归的草根选手。
记者从宁波市足球协会获悉，

我市鄞州区首南街道足球队将参
加全运会群众项目五人制足球城
市街道组较量，比赛将于9月17
日至23日在宁夏银川举行。

此次在舟山举行的省沙滩足
球锦标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8
支球队参加，高桥镇代表队以“浙
江省全运队”名义参赛，旨在为全
运会比赛练兵，通过以赛代练的方
式来检验近期的备战效果。最终，
他们以全胜战绩获得冠军。

省沙滩足球赛 我市海曙高桥队夺冠
他们将代表浙江参加全运会

体彩开奖信息

3D第2021246期：0 9 1
七乐彩第2021106期：
05 08 12 13 16 23 24 21
6+1第2021106期：4 6 1 8 2 7 猴
15选5第2021246期：01 02 07 08 13
快乐8第2021246期：
02 05 07 15 17 18 24 25 27 29
32 43 46 53 60 66 69 78 79 80

福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21106期：
02 13 14 32 34 02 12
20选5第21246期：07 08 09 16 19
排列5第21246期：9 8 0 2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