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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少年学社》上线，《明日之子》录制，快男将举行总决赛……

未来男明星，长沙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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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5日讯 由中国儿童
文学研究会、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办，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南省儿童
文学学会承办的“周静童话世界研
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周静是当前儿童文学湘军中有
代表性的青年作家， 近年来共出版
了《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叮当响的
花衣裳》《七岁汤》等近十部作品。

与会专家认为，周静的写作，得
益于她的文学阅读视野和乡土童年
经验，其作品清新、灵秀，呈现了她
对童年的独特理解和对生命成长的
诗性期待。 她拥有高辨识度的语言
和独特的叙述方式， 语言细腻、生
动、清浅，营造出一种轻盈明亮的美
感。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彭湖

《美少年学社》上线
张一蓓用生命来做网综

《美少年学社》是总导演张
一蓓闭关2年潜心策划的首档
网综。 张一蓓是原湖南卫视金
牌制作人，她曾成功打造过《天
天向上》《出彩中国人》 等爆款
节目。

摒弃“讲故事”、“拼人气”、
“PK淘汰” 等套路，《美少年学
社》 独创了周末综艺公开课的
全新偶像养成模式， 精选全亚
洲11名有颜值有才艺的少年作
为学员。 第一季由金星担任社
长，邀请冯小刚、蔡康永、大张
伟、撒贝宁、周笔畅、唐国强、蔡
国庆、龚琳娜等业内顶尖大咖，
从艺术专业能力和艺人专业修
养出发， 对11名少年学员进行
全方位培养，于5月14日起每周
日24点优酷独播。

这次转战网络综艺， 张一
蓓用“舒服”来形容，好多年前
就想做少年养成类节目， 当时
在电视台时也有尝试，“但是那
时我们是边做《天天向上》，边
做《少年进化论》还有《向上吧
少年》，特别拼命。但是现在想
清楚了，我觉得《天天向上》已
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品牌，任
何团队来接， 对它不会有致命
的伤害， 但是少年养成节目需
要所有的配合部门都极度有经
验，极度专注的来做，所以我就
是想专心的做这个节目， 其他

节目都放开， 想用生命来做这
个节目吧。”

3位名导3档节目选新人
长沙或成为男明星摇篮

同样是偶像养成类节目，
同样是网络平台播出， 同样曾
是湖南卫视的金牌制作人，马
昊团队的《明日之子》也在长沙
如火如荼地录制着。《明日之
子》以音乐为载体，由杨幂、薛
之谦、 华晨宇担任星推官，以
“就这样唱”为精神内核，在全
球范围内首创三大赛道：“盛世
美颜”、“盛世魔音”、“盛世独
秀”，让任何人都可以挥洒个性，
在属于你的赛道里“就这样唱”。

而作为选秀鼻祖， 快男今
年也被芒果TV重启，本周全国
300强将集结， 进入全国总决
赛。 总导演陈刚不想这仅仅是
刷情怀， 更希望这是个全新的
潮牌，“用潮牌的理念重新刷这
个IP， 去掉原来很多大家理解
的舞台上一个赛事很明确的画
像。 我更希望它今年是一场青
春，并且有一些相互的音乐PK、
争斗的一个真人秀。”

虽然在普通观众看来，这
三档选未来男明星的节目有太
多相似之处，但是，不管如何，
有这些名导操盘， 国内10岁至
20多岁的优秀男生均会慕名而
来。可以预见的是，有千里马，
还有伯乐，肯定就会有星途，长
沙或成为男明星摇篮。

本报5月15日讯 机器人性感
热舞、全程芯片计时、现场手机摇一
摇抢红包……5月28日，长沙市科学
技术协会联合华声在线在西湖文化
园举办“一路科跑”活动，迎接首个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目前活动已
启动报名， 约500名跑友齐跑西湖
公园。据悉，活动分为“精英组”与
“大众组”， 精英组完成10公里的挑
战， 大众组完成5公里跑步挑战。两
个组别前六名选手将获得奖金。欢
迎各位科技工作者和市民踊跃参
加，报名截止日期为5月25日。关注
华声在线微信公众号（hszx_voc），
回复“跑步”，即可参与报名。

■记者 叶竹

月底约跑西湖公园

本报5月15日讯 高考即将到
来， 一部讲述高三学生青春故事的
电影《小情书》将于5月19日上映。
近日， 影片导演乔梁和制片人赵鹏
飞亮相湖南农业大学， 与湖南的大
学生们交流。

《小情书》以高中时代的校园生
活为背景， 通过一群情窦初开的少
男少女初遇爱情时所表现出的懵
懂、羞涩和不知所措，真实再现了一
段美好的青春时光。 该片由赵顺然
和朱颜曼滋两位新人联袂主演。乔
梁透露， 为了让影片显得真实才选
新鲜面孔，“说实话， 很多成名的演
员目前年纪都大了， 首先外形上就
不太适合。”而且，这些新人的表现
让他刮目相看，“拍摄时的辛苦堪比
高考，但是这些90后的演员们都非
常敬业。特别是男主角赵顺然，有一
场戏是拍他骑单车摔跤， 身为南方
人的他第一次在结冰的地面上骑单
车， 片中他摔倒的镜头那是完完全
全的真摔。 他们拍戏时不怕苦的精
神，让我看到了年轻演员的希望。”
■记者袁欣实习生毛曦蔚莫楚宁

《小情书》长沙校园行

周静童话研讨会举行

本报5月15日讯 近日，
长沙靠谱儿戏剧工作坊制作
的本土原创喜宴主题话剧
《成功只因一路有你———喜
宴》 巡演首站在湖南大剧院
温情上演。

该话剧汇集了杨阿龙、
林榃、刘佳、汤俊瑞等一批湖
南本土优秀演员， 以都市小
巷里的老字号餐馆“喜宴”为
舞台， 通过老板喜贵叔与办
喜事家庭的相识、 观点的冲
击与理解的过程， 逐渐揭开
湖湘人民的冷暖人生。

两个小时的演出， 近千
名观众无一离场。 话剧中实
景、实物、真人与真情无不让
现场观众的心跟随话剧的剧
情跌宕起伏， 尤其是剧里父
子、夫妻、兄弟间多次的交流

碰撞， 牵动着现场每一位观
众的心。 演出结束大幕徐徐
关闭之际， 全场的掌声长达
数分钟久久不息。 不少观众
看后表示， 在话剧中仿佛看
到了自己的影子。

伴随着长沙站的首演成
功， 该话剧2017年湖南省8
城8场的巡演也正式开启了，
接下来将在常德、 湘潭、株
洲、衡阳、永州、郴州及浏阳7
个城市进行巡演。

另获悉， 在6月份还将
有一部以“诚信”为主题的
原创大剧在湖南省岳阳、益
阳、张家界、吉首、怀化、邵
阳、 娄底7个市州进行巡回
演出。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毛曦蔚 莫楚宁

《成功只因一路有你———喜宴》上演
本土演员演绎温情家文化

本报5月15日讯 今晚，
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中国长
沙活动年“夏·听水”启动式
的首演剧目， 由长沙歌舞剧
院创作的跨界融合舞台剧
《红于二月花》在长沙实验剧
场首演，获得了观众好评。

该剧以上世纪30年代初
的长沙古城为背景， 讲述了
一个湘绣传承人凄美悲壮的
爱情故事， 折射出湘绣人对
湘绣艺术的大爱情怀。

这出《红于二月花》进
行了跨界融合的大胆尝试，
把舞剧的“动”融入话剧的
“静”———通过独白带领观众
走进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于意念中回到她过往的青春
岁月并加入舞剧元素， 形成
了它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据了解， 该剧首演后将
面向全国在年内启动40场巡
回演出。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莫楚宁 毛曦蔚

《红于二月花》聚焦湘绣人爱情

十年前，长沙捧出了以李宇春为代表的诸多一线艺人，十年后，星城长沙又迎来了造男爆发期。15日下
午，原湖南卫视金牌制作人张一蓓打造的《美少年学社》亮相长沙。与此同时，马昊团队制作的《明日之子》
正在长沙录制，2017快乐男声本周也将进入全国总决赛。

这三档节目都只针对男生，可以预见，未来五至十年，这些节目将诞生诸多男明星。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毛曦蔚 莫楚宁

《美少年学社》 精选11名有
颜值有才艺的少年作为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