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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荟 2021年11月21日 星期日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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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顾
一伟 金伶俐）昨日，宁波市第十三
届科技体育运动会在中国·宁波（鄞
州咸祥）航空飞行营地开幕，本次运
动会也是2021年浙江省科技体育
（模型）文化节科技创新大赛活动内
容之一。来自杭州、金华、舟山和宁
波本地的青少年科技体育爱好者
们，展开了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
型、无线电测向等10余个科技体育
项目的角逐。

科技体育运动由航空模型、航
天模型、航海模型、车辆模型、无线
电测向、电子制作、业余电台等七大
体育竞赛项目共同组成。科技体育
竞赛，就是要求选手运用科学技术知
识，自制、改制或借助专门的器材设
备进行比赛，主旨就是希望青少年在
玩乐中提升综合素质、提高创新意
识、增强身体素质。

宁波是国内首个推出科技体育
运动会的城市，自2009年创办至
今，参加该项赛事活动的学校达到
了百余所。本届科技体育运动
会，中小学组共设置 12 个项目，
包括火箭飘带模型、初级橡筋飞
机、风能轨道赛车、遥控快艇追逐
竞赛等。

据了解，宁波市科技体育运动
会从去年开始连续三年落户鄞州咸
祥。中国·宁波（鄞州咸祥）航空飞
行营地去年建成，是目前长三角地
区唯一一个专业用于航空运动培
训、研学、承办航空赛事等综合性活
动基地。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通讯
员 毕秋映）武侠中有琴心剑胆，
音律里有大音希声。昨晚，由著
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执棒，小
提琴演奏家竺玟佳、大提琴演
奏家聂佳鹏、钢琴演奏家左章
与长沙交响乐团倾情演绎的音
像剧《武侠三部曲》在宁波文化
广场大剧院震撼上演。“感觉人
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太棒了！”
近千名甬城市民昨晚共赴这场

“武侠盛宴”。
《武侠三部曲》是谭盾为李安

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英雄》、
冯小刚的《夜宴》三部电影创作的

配乐，由三部同名协奏曲连贯而
成，也是中国第一部武侠音乐。

在电影中，三位女主角为不
同的原因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生
命。“我梦想她们三个人穿越轮
回，可以回到人间再活一次、再爱
一回。”于是谭盾将三件乐器所表
达的音乐主题抽取出来，通过复
调的写法层层重叠并展开，写就
了一部全新的作品——大提琴、
小提琴、钢琴三重协奏曲《复活》，
奏响《武侠三部曲》经典之声。

演出前，谭盾仔细向观众讲
解了作品创作的由来和构想。
三部武侠电影炫丽的多媒体画面

映衬着整个舞台，在甬城观众热
烈的掌声中，谭盾缓步走上指挥
席……《卧虎藏龙》中的大提琴化
身玉娇龙，为梦想而失落爱情；
《英雄》中的小提琴，讲述飞雪为
报国而舍弃生命的古老故事；《夜
宴》中的钢琴，则再现“婉儿”为复
仇忘记自己的江湖悲剧。作为终
曲的三重协奏曲《复活》，将前三
部音乐中出现过的主题和动机以
复调手法巧妙糅合在一起，似曾
相识又新意十足，将演出推向了
高潮。

这场武侠盛宴中，谭盾带领
着演出团队以音乐之名阐释出中
国武侠文化的哲思与意境，在音
画中呈现了江湖的“刀光剑影”。

“为了听这场音乐会，我把三
部电影又重温了一遍，现场电影
画面配上大气磅礴的交响乐，这
感觉就像人在电影里一样，太棒
了！”“真是太震撼了！今天的打
击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强劲的
节奏呈现出来武打的场面，太有
代入感了，让我心跳都加速了。”
有几位观众激动地说道。这是一
场武侠迷们的聚会，更是一场谭
盾与宁波市民分享中国电影、中
国音乐的盛宴。

演出结束后，满满当当的宁
波文化广场大剧场内响彻着经久
不息的掌声，现场观众久久不愿
离去。

本报讯（记者 朱立奇 通讯
员 缪嘉宁 黄海燕）作为第十一
届王应麟读书节期间的重点活
动，昨日下午，“周六悦读沙龙”
《宁波人》新书分享活动在鄞州书
城举行。知名作家柴隆不仅带来
一场“岁华一枝·见字如晤”的主
题讲演，也就“宁波城”“宁波人”
的话题与现场读者进行了面对面
交流。

宁波本土作家柴隆长期致力
于追寻宁波这座城的前世今生，用
文字记录时代细节，惯以非虚构方
式描述其底色、钩沉与传奇。著有
《宁波人》《宁波老味道》《宁波有意

思》《宁波府城隍庙的前世今生》
《江厦观潮》等出版作品。

说起新书《宁波人》，柴隆表
示，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从性情、
世相、格调、市井、声色、品味入
手，以文化小品文形式，采用淡雅
而“接地气”的语言，勾勒出宁波
人的辉煌和传奇，还有宁波人无
处不在的小确幸，生动鲜活地展
示了宁波的风土人情、城市特质、
人文性格。“我期待着，看完《宁波
人》后，读者们可以轻松理解河姆
渡，也能庄重见识臭冬瓜。”

“如果说《宁波老味道》凸出
的是烟火气，那么《宁波人》着力

凸显的是风雅韵味，两者相映成
趣，雅俗共赏，可以联袂生动地展
示宁波的风土人情、城市特质、人
文性格等，是全面解读宁波人的
一个文化读本。”柴隆介绍道。

轻松理解河姆渡 庄重见识臭冬瓜
本土作家柴隆分享新书眼中的“宁波人”

甬城武侠迷昨晚共入谭盾“武侠梦”
《卧虎藏龙》《英雄》《夜宴》主题音乐震撼甬城

宁波市第十三届
科技体育运动会开幕

让孩子们在玩乐中
感悟科技魅力

体彩开奖信息福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21133期：08 09 17 26 28 06 08
20选5第21310期：01 03 04 17 19
排列5第21310期：1 4 8 8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3D第2021310期：4 5 6
6+1第2021133期:7 0 6 9 8 4 牛
15选5第2021310期：02 03 12 13 14
快乐8第2021310期：04 05 21 31 33 35 37 40 41
46 48 49 50 53 57 59 60 68 71 77

音乐会现场音乐会现场。。 通讯员通讯员 毕秋映供图毕秋映供图

柴隆柴隆

动力悬挂滑翔机表演。 记者 胡龙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