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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荟 2022年1月14日 星期五 广告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毕夏）看一部优质舞台剧演出，只要
掏10元钱，活动时间跨度长达一年，
这样的追剧计划你心动吗？记者从
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获悉，为了丰富
全市职工的业余生活，剧院方携手甬
工惠，为全市上百万职工推出“10
元看演出”重磅优惠活动。

据文化广场大剧院工作人员介
绍，本次“10元看演出”活动已于日
前开始，将持续至2022年 12月 31
日，抢票时间设定在每周一19:00，
活动对象为持5·1服务卡的甬工惠
APP认证会员。“全年所有演出都可
以看，相当于花10元钱购买了价值
150 元的消费券。”该工作人员表
示，观众购票环节上首先是进入甬
工惠APP，再进入普惠专区，寻找到
5·1卡活动专区“你好！星期一”板
块，就可以点击“10元看演出”链接
购票了。“本次活动设定了抢票时
间，大家还需要拼一下速度。”该工

作人员介绍，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一
场演出预约满额后，将不再继续出
票。

另据记者了解，今年将在文化
广场大剧院上演的剧目包括孟京辉
经典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音
乐剧《摇滚浮士德》、古风电音音乐
剧《南唐后主》、舞台剧《无人生还》、
郝蕾和马天宇加盟的明星舞台剧
《寄生虫》等。

特别提示：一定要看的使用规则
1. 支付 10 元抢购 150 元宁波文

化广场大剧院抵用券，单次 2 张起
购，每人每月限购1次;

2. 券码自购买后 30 天内有效，
可在“我的-工会福利券”查看，此券
需前往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售票厅
核销使用，不退不换，不兑现不找零，
过期作废;

3. 此券每笔只能使用一张，不
可叠加，单张折后超过 150 元即可
使用。

本报讯（记者 邹鑫）为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学习体育健儿“奋
斗有我，使命在肩”的可贵精神，宁
波市体育局将我市东京奥运会、陕
西全运会冠军的励志故事汇编成
了《冠军之路》一书。昨天下午，市
体育局在宁波体育运动学校举行
了该书发放仪式。

在仪式上，来自宁波市击剑
队、篮球队、射击队和体操队的4
名运动员分别诵读了奥运冠军的
励志故事。

宁波体校的小选手莫芷欣格
练习体操已有6年，她的强项是平
衡木和自由操，已在浙江省比赛中
多次夺得金牌。她表示，自己不仅
了解奥运冠军们的故事，还和东京
奥运会体操冠军管晨辰有过近距

离接触。“去年10月，管晨辰姐姐
来到学校体操馆。她对我们说，训
练是苦的，但想要出成绩的话，这
点苦算不了什么。我也想成为像
她那样的世界冠军。”莫芷欣格说。

宁波市体育局副局长贺昌元
向记者表示：“2021年，宁波体育
健儿在东京奥运会、陕西全运会上
实现历史性突破，兑现了‘使命在
肩、奋斗有我’的人生誓言，生动诠
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
神。他们的奋斗之路和励志故事，
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教材。今天在
宁波体校举行《冠军之路》发放仪
式，也是希望学校能够培养出更多
像杨倩那样的优秀运动员，更好地
激发同学们刻苦学习、科学训练，
不断提高竞技水平。”

本报讯（记者 吴丹娜 通讯
员 吴宙洋 方甄珍） 1月 12日，
冬日暖阳下，由刘亚瑟执导的电影
《惊天侠盗团》正在象山影视城热
拍。当天下午，记者到达现场的时
候，主演周韦彤和庞瀚辰等人正在
拍摄一段“侠盗团”骑马出城的戏
份。一袭白色裙纱、身材高挑，女
主角周韦彤在一行人中十分亮
眼。“这是我第一次来象山拍戏。
前几天吃了象山特产米馒头，也太
好吃了吧！等戏杀青了我还要猛
吃一顿海鲜。”周韦彤说。

《惊天侠盗团》改编自韩国高
票房电影《凤伊金先达》的故事，讲
述了五代乱世，奸臣只手遮天，一
支身怀各种绝技的民间侠盗团体
悄然兴起，对抗黑暗势力。周韦彤

直言这是一部爽戏，有节奏感，情
节环环相扣，打斗十分好看，非常
符合年轻观众的口味。“我在片中
饰演‘侠盗团’中的一位女侠，精通
魔术，每次出场都十分炫酷。”她透
露道。

出道多年来，周韦彤拍过不少
影视作品，多以时装戏为主，所以
这次在古装片中饰演一位女侠，对
她来说颇具挑战性，演起来也很带
劲。“以前可能什么都会尝试、比较
随性，现在沉淀下来，我想接演一
些从心底里能够接受的角色。演
完这部戏，相信会对我今后塑造其
他角色提供宝贵的经验。”

当天现场需要拍摄“侠盗团”
骑马出城的戏份，周韦彤显得略微
有些拘谨。她向记者解释：“之前
我接拍一部剧时，曾遇到骑马脱缰
的情况，当时在马上真的特别害
怕，自那以后对骑马就会产生恐
惧。”不过纵使心理上有阴影，在拍
摄现场，周韦彤依然坚持不用替身
拍完了骑马戏份。一段简单的出
城戏份，导演组精益求精拍了5
遍。下马后，周韦彤对着记者比了
一个成功的手势。

戏里严谨，戏外的周韦彤非常
有亲和力，全无偶像包袱。虎年春
节临近，周韦彤说自己的新年愿望
是从身体和思想上更好地管理自
己，以出色的状态演绎更有挑战性
的角色。

电影《惊天侠盗团》正在热拍

“女侠”周韦彤

汇编我市奥运、全运冠军的励志故事

《冠军之路》发放仪式举行

10元看一场舞台剧演出
福利持续到年底

周韦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 吴丹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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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象山米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