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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叫马布银，是象山县县
级鱼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每
年的象山开渔节、元宵节，马布
银都会扎制各式各样的鱼灯参
加庆典，让四方宾客感受象山的
渔文化。10多年前他扎的鱼灯
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乡土节目。

然而，大家都在叹服他心灵
手巧的时候，却更叹服这位耄耋
老人的另一个独门绝技——转
呼啦圈。

马布银练习呼啦圈已经有
20年了。他练习呼啦圈的初衷是
为了改善年轻时在石浦粮油厂工
作落下的腰肌劳损、手臂受伤的
毛病。最初这些小病小痛马布银
没有太在意，但后来年纪大了，后

遗症就显现出来。他寻医问药，
花了上万元医疗费仍不见效。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电视
上看到一个养生节目里推荐练
习呼啦圈，便跟着学习起来。最开
始，他不懂旋转的技巧，很难保持
同步，呼啦圈转动不到几秒钟就会
掉下来。后来，他专门让家人在网
上搜索了练习视频并跟着学：双脚
站立，与肩同宽；两臂在身后呈3点
和9点位置，把呼啦圈放在腰部的
位置；握住呼啦圈，使之与身体保
持30厘米远；吸气挺胸，尽力夹紧
肩胛骨；腰腹部发力，顺时针扭动，
转动呼啦圈，而后再回到初始位
置，逆时针转动……

马布银就这样一步步非常

有耐心地跟着学。渐渐地，他的
呼啦圈转得灵活自如，而且他惊
奇地发现，几年玩下来，自己腰
腿酸痛的老毛病都好了很多。
这让他兴趣大增，又跟着视频学
习难度更高的花式呼啦圈。

随着技术越来越娴熟，马布
银开始走出家门，到小区花园里
练习。他的精彩表演吸引了许
多人跟着练习。

看着他的呼啦圈表演，许多
年轻人都自叹不如。乐观豁达
的马老说：“我是‘80后’，我可
以，你们也行的。坚持下去，身
体会越来越棒！”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梁双琴 文/摄

2021年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
健步走活动（宁波站）暨宁波市美丽乡村
健身行活动昨天在余姚牟山镇举行。约
500名健身爱好者徒步10公里，途经宁波
市第二大淡水湖——牟山湖、京杭大运河
延伸段浙东运河湖塘江，在锻炼的同时领
略了古运河风情。

2021年全国“行走大运河”健步走
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
委、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旨在宣传大运河
文化，拓展大运河知名度和影响力，深入
实施体育旅游示范工程，通过开展运动
休闲体育和全民健身活动，挖掘大运河
体育旅游资源，倡导运动健身促进健康
理念，打造大运河体育旅游特色示范活
动品牌。

2021年全国“行走大运河”健步走活
动采取线上和线下、集中和持续相结合的
方式举办。线下活动在北京、常州设全
国主会场；其他大运河沿线省（市）选择
条件良好、资源富集、举办意愿强烈的市
（区、县）设置区域主会场、区域分会场
等，开展线下文体活动。

本次宁波站活动举办地——余姚市
牟山镇地处宁绍平原，是宁波西大门，全
镇区域面积38.5平方公里，拥有宁波市第
二大天然湖——牟山湖，京杭大运河延伸
段浙东运河则横贯全镇。浙东运河肇始
于春秋越国时修筑的“山阴故水道”，是中
国大运河内河航运与外海连接的纽带。
余姚地处浙东运河中段，目前境内进入世
界遗产的为两段河道：虞余运河、慈江。

牟山镇古迹众多，风光宜人，有距今
1700多年的晋代马步龙窑址，建于宋代的
方丈碑和静凝寺遗迹，千年古村姜山村及
古樟树群以及南宋李光墓等。参加此次健
步走活动的健身爱好者，在增进健康的同
时，也感受了浙东运河的历史文化魅力与
旖旎风光。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方娟英

10月23日，2021中国网球
巡回赛CTA500宁波站的比赛
在宁波（鄞州）网球中心开幕。
虽然是一场业余比赛，但其中不
乏前职业球员和国内高水平青
训选手。曾经和德约科维奇较
量过的选手王朝阳表示：“这是
我第一次参加CTA的比赛，也
是第一次来宁波参赛，感觉真的
是太棒了，尤其到晚上，夜场灯
一开，气氛太好了，有种想重回
职业（打比赛）的冲动。”

越到后面越难打

最近，宁波温度骤降，但无法
阻挡网球爱好者的热情。他们从
四面八方汇聚在这里。23日上
午九点半，开幕式过后，所有室外
网球场地进入比赛时间。上至
50多岁的业余网球界大咖，下到
14岁的初中学生为了那份对网
球的热爱展开激烈争夺。

据悉，宁波站的比赛总奖金
30万元，共设男单、男双、女单、
女双和混双5个项目，技术等级
为（中 国 网 球 运 动 技 术 等 级
CTN）4-6级的选手均可参赛。

王朝阳今年27岁，来自北
京。他从小在国外打球，遭遇
职业瓶颈后退役回到国内。目
前他是15岁网球小将周意的教

练。今年全运会，周意代表广
西参加了网球决赛阶段的混双
比赛。

“这次比赛是临时起意报名
的 ，带 队 员 去 广 州 参 加
CTA800、CTA1000的比赛，比
赛结束想着自己也打场业余
赛。没报单打，怕吃不消。”王朝
阳目前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带
队员上，他来到宁波匆忙参赛，
怕体力吃不消，只报了双打。

在当天十六进八的比赛中，
他和搭档石坚以6：2战胜了宁
波选手汤瑜凯/俞岩锋，闯入八
强。后者上周刚夺得浙江省第
三十八届业余网球公开赛（宁波
站）男子25岁以上组双打冠军。

王朝阳认为比赛越到后面
越难打。“比到后面，大多数选
手都有专业经历，再加上和搭
档配合时间久默契度高，肯定
是困难的。”

羡慕现在打网球的孩子

随着中国网球巡回赛知名
度越来越高，赛事举办越来越密
集，王朝阳非常羡慕现在打网球
的孩子。“我们小的时候国内没
有这么多的比赛，也没有这么好
的平台，想要多打比赛只能去国
外。去国外锻炼成本非常高，但

你看现在的孩子，即使在疫情的
情况下，他们也可以在国内参加
很多高水平比赛。CTA800和
CTA1000的比赛，所有国内高
水平运动员都在参加，互相比
拼，水平不断提升。”

中 国 网 球 巡 回 赛 中
CTA1000和CTA800两个级别
的比赛都是针对职业级球员的
赛事，CTA500和CTA200则是
由业余球员参与的精英级赛
事。如果说中国网球巡回赛和职
业巡回赛是“大循环”对接，那么
国内职业级和业余级就是“小循
环”贯通。打破壁垒，对于中国网
球的持续发展意义非凡。王朝阳
说：“CTA（中国网球巡回赛）不
管对专业球员，还是业余球员来
说都很好。而且打完CTA500
这种业余水平的，还有机会去打
CTA800这种高水平的，只要测
评级达到3级就可以。”

据悉，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
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
网球协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宁波市体
育局、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
主办，宁波市鄞州区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承办。决赛于昨
天下午进行，王朝阳和搭档止
步四强。

记者 邹鑫

腰部转、脖子转、手臂转、大拇指转……

84岁老人会玩30多种花式呼啦圈
转呼啦圈

是大家熟悉的
健身方式，但
象 山 石 浦 这
位 84 岁 老 人
却 会 30 多 种
花样：腰部转、
脖子转、手臂
转、大拇指转、
中指转、脚踝
转……让人大
开眼界。

“行走大运河”在余姚牟山镇举行

500人徒步领略
浙东运河风情

在宁波举办的这场业余网球赛不乏高手
前职业选手王朝阳：“有想重回职业的冲动”

马布银在转呼啦圈马布银在转呼啦圈。。

体彩开奖信息

福彩开奖信息

7星彩第21122期：6 8 8 1 6 8 3
6 + 1第21122期：3 9 1 1 3 9 1
20选5第21283期：07 16 18 19 20
排列5第21283期：8 0 6 4 8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双色球第2021121期：
04 05 12 16 22 30 15
3D第2021283期：5 9 9
15选5第2021283期：01 03 04 11 14
快乐8第2021283期：
01 02 07 09 11 14 28 30 34 35
36 45 50 57 65 66 67 73 74 76

健身爱好者正在徒步行走健身爱好者正在徒步行走。。
记者记者 胡龙召胡龙召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