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闷热多雨天气让不少市民
心生郁闷，但让人期待的是，这
个周末， 草莓音乐节将再度降
临星城长沙，并集合了万妮达、
新裤子、万能青年旅店、朴树等
国内知名歌手共同开躁！ 而全
新升级的乐堡酒镇， 也将首次
在长沙亮相， 为乐迷带来最躁
动的音乐节体验。

据了解， 再度升级的乐堡
酒镇将以更具音乐元素的收音
机造型亮相， 为音乐节现场强
势大声量放躁； 而随着乐堡啤
酒彩盖装的全新上市， 酒镇还
创新增加了彩色元素， 整体外
观上将更加养眼炫目。

不仅外观， 乐堡啤酒还将
在酒镇内推出以“奇趴玩出彩”

为主题的系列互动———巨型
“TUBORG”字母墙涂鸦、独家
手牌DIY等， 准备让乐迷大肆
玩乐开躁！此外，还有乐堡电子
奇趴点燃全场。 强劲的电音作
为最嗨的音乐背景， 再配合电
子怪兽、高颜值Dancer助躁气
氛。 场内将全天不间断供应冰
爽的乐堡啤酒，让乐迷放肆嗨！

这份躁动更会延伸到场外
的“玩彩骑趴”，记者了解到，乐
堡啤酒与摩拜单车一拍即合，
精心谋划了一场造型独特的
“玩彩骑趴”，约乐迷们骑行去草
莓。目前，“玩彩骑趴”正在火热
招募队员， 留意乐堡啤酒官方
微信， 即有机会加入骑行队，获
得音乐节免费门票。 经济信息

连连看

本周六NBA总决赛第四场将战，骑士命悬一线；13日，世预赛国足对阵叙利亚

高考结束了，国足骑士大考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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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8日讯 6月10日是我
国第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长
沙市各文博场馆策划了一系列遗
产日主题的教育活动，除了公共考
古活动外，还有遗产讲座、亲子教
育活动等一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遗产讲座让你了解湖湘文化

6月8日14:30—16:50在长沙
博物馆一楼多功能厅，中国艺术研
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暨学位委员会主任主
讲人刘梦溪为长沙市民带来文化
讲座《国学与六经的价值理论》。

6月10日9:30-11:30在长沙
简牍博物馆多功能会议厅，谜号为
“留洋玉格格”， 现为长沙市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的主讲人喻继贤，将为市民
带来一场《谜涌楚湘———长沙谜语
与灯谜湘军漫谈》的讲座。

6月10日杨开慧纪念馆将举行
《诗词楹联赏析》讲座，杨开慧纪念
馆与常松书法苑、板仓文学社进行
合作 ，精选历代名家书法作品及当
代诗词楹联大家黎凤兮、 青年诗
词、楹联名家伏滚作品赏析。

小朋友体验笈礼拜师礼

6月11日上午9:30“奔走的信
者”活动将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展厅
举行。届时小朋友将通过亲子互动
体验， 让每一个小朋友都变身成为
文化遗产的小卫士，他们将通过穿
汉服、 参观简牍历史文化陈意涵、
学习使用简牍文化遗产方面的名
词、封检等，学习基本礼仪文化，强
化保护文化遗产意识。

6月10日上午在贾谊故居将举
行笈礼（女子成人礼）和拜师礼展
示。

6月11日9:30-11：00“红色经
典·小文艺家公益课堂” 将在长沙
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心举行。届
时15— 20组家庭将共同体验剪纸、
粽编、泥塑、面塑、蛋绣、陶艺、手工
美术制作等制作技艺。

6月18日9:30-11:00长沙博
物馆原副馆长“中流击水———长沙
近代历史文化陈列”主创之一周英
将在长沙博物馆就长沙近代历史
风云进行导赏活动。

另外还有一系列临时展览活
动：

6月10日—13日《浏阳市不可
移动文物摄影展》将在浏阳市行政
中心一楼大厅举行。

6月8日—20日将在杨开慧纪
念馆三楼举办《湖南女红文化展》。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毛曦蔚 莫楚宁

本报6月8日讯 “理学
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楷
模”， 这是后代文人对著名
的思想家周敦颐的评价。今
日上午， 纪念周敦颐诞辰
1000周年系列活动新闻发
布会在长沙举行，据介绍，6
月23日，永州市道县将为周
敦颐诞辰1000周年举办一
系列活动，以纪念这位一生
勤奋好学，为官务实清廉的
湖湘文化先驱。

周敦颐一生勤奋好学，
为官务实清廉， 著有《爱莲
说》《太极图说》和《通书》等
名作，创立理学，成为我国儒
学的第二座高峰， 进而成为
湖湘文化先驱。

周敦颐理学思想经过

“濂—洛—关—闽”四个阶段
的发展， 并从中国传播到古
代韩国、越南、日本等 地，成
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近一千
年古代文明社会发展的主流
思想。

纪念活动以周敦颐诞辰
1000周年纪念仪式、 理学学
术研讨会为主体， 同时组织
了申报全国廉政文化教育基
地、端午节龙船纪念赛、全国
诗词楹联和书法摄影征文大
赛、电影《爱廉说》首映仪式、
配合摄制电视连续剧《周敦
颐》等9项活动。其中多项相
关活动面向国内外， 时间跨
度为今年年初至年底。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毛曦蔚 莫楚宁

高考结束了，而国足和骑士的大考将至。
北京时间6月8日上午，NBA总决赛第三场，
骑士回到主场背水一战， 而最终结果不尽如
詹姆斯之意，勇士118:113战胜骑士，以大比
分3:0拿到赛点。 北京时间6月10日上午，
NBA总决赛第四场将战，将继续留在克里夫
兰进行，手握赛点的勇士将会一举夺得总
冠军？还是骑士绝地反击扳回一城呢？

而作为国足客战叙利亚队之前
的唯一 一场热身赛， 在7
日晚对菲律宾的比赛中，
国足以8:1赢得该场“模拟
考”。北京时间6月13日下
周二晚， 国足将客场挑战
叙利亚， 这也将是12强赛
的倒数第三战， 中国队唯
有取胜才能继续保留争取
小组第三的机会。

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多场活动让你
了解湖湘文化

本报6月8日讯 今日，电
影《青禾男高》导演蒋卓远携
主演欧豪、周游、夏恩来到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和现场300
多名同学分享了拍摄经历。

电影讲述了在一所名为
青禾男高的学校里， 一帮在
特殊校园环境下结成的挚友
兄弟共同对抗校园霸凌的热
血故事。 欧豪在片中扮演气
质犀利的校园大哥荆浩，他
表示打得非常过瘾，“这是一

部动作青春片，漫画感很强，
我们拍了非常多的动作戏，
虽然辛苦但是非常过瘾。”主
演周游也提到， 曾经他们拍
一场群架戏， 一群人在温度
很高的仓库里拍了七天打
戏， 每天从内裤到袜子都是
湿的， 但这样的经历却让他
们觉得弥足珍贵。

据介绍， 电影《青禾男
高》将于7月暑期档上映。
■实习生 莫楚宁 记者 袁欣

此前骑士大比分0：2落后
于勇士，詹姆斯气急怒怼记者
的画面还在眼前， 而在8日的
总决赛第三场，克利夫兰骑士
再次被击败。

第四场马上就来了，将继
续留在克里夫兰进行，手握赛
点的勇士将会一举夺得总冠
军？还是骑士绝地反击扳回一
城呢？詹姆斯、欧文、勒夫三巨
头的球队似乎快打光最后一
颗子弹了，而勇士看上去弹药
库里还有存货。 总决赛前两
场，杜兰特表现强势，他场均
轰下35.5分、11个篮板、7次助
攻、2.5个盖帽、1.5次抢断，攻
守两端表现极其全面。而在本
场比赛中尽管比赛多数时间
杜兰特存在感一般，还遭到勒
布朗·詹姆斯打爆， 可生死时
刻杜兰特命中致命三分帮勇
士扭转局势，他亲手击碎了所
谓的客场魔咒。

为了备战6月13日晚与叙
利亚的较量， 国足特意选择了
在天气同样闷热的广州与菲律
宾进行热身赛。在7日的“模拟
考试”中，国足在上半场表现不
算及格， 但是下半场还是可圈
可点。最终，多点开花的中国男
足以8∶1击败菲律宾队，以一场
大捷迎接一周后的“大考”。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叙利
亚队并不会像菲律宾队一样让
国足在挥霍大量机会后仍能取
得胜利。“相信我们能够战胜对
手，我们有这个能力。”中国男
足主帅里皮在国足战胜菲律宾
队之后表示。信心，或许是这场
“模拟考试”为数不多的收获。

勇士“一举夺魁”
还是骑士绝地反击？

尽管“模拟考”大胜
国足进攻仍待加强

纪念周敦颐诞辰千年活动本月23日道县举行

周敦颐故里办盛会

乐堡啤酒“玩彩骑趴”火热招募中
约你免费去草莓音乐节开躁

电影《青禾男高》长沙站路演

6月7日，勇士队球员库里（中）突破骑
士队球员汤普森（左）的防守。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