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4日晚，湖南省博物
馆三件国宝———辛追墓T形
帛画、 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
执壶、皿方罍，将亮相CCTV
综艺频道《国家宝藏》栏目！

记者在视频资料中看
到，雷佳将现场演绎“中国古
装音乐剧”，用一首歌带你读
懂T形帛画；说着长沙话的何
炅化身“长沙窑老板”，让
1200年前的“中国制造”走向
世界；黄渤和王嘉组成“兄弟
国宝守护人”，惊喜演绎“方
罍之王”本尊。他们将演绎皿
方罍回归家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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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看

本报1月12日讯 今天上午，邹市明
工作室官方微博发布了一组邹市明在
医院检查及其家人与医务人员合影的
照片， 并配文称邹市明已出院休养，等
待下一步治疗方案。随后，邹市明转发
该条微博并提到：“好久不见， 我还是
我。”记者注意到，这也是拳王一个多月
来首次在微博发声。据悉，邹市明在住
院期间并未进行眼部手术，或因仍在考
虑医院方面提出的手术方案和寻求更
好的医疗机构。 ■记者 叶竹

湖南卫视《歌手2》首播！明晚，《国家宝藏》新湘博是主角

这个周末，听湖南歌声，看湖南宝藏

作为湖南卫视的王牌节
目，《歌手》 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新年伊始，12日晚，《歌手
2》播出了。

现场
七位歌手谁是黑马？

在首期节目中，汪峰、张
韶涵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自
己有特殊意义的歌曲。

其中，张韶涵选中了《梦
里花》 表明自己歌唱的初心。
演唱之外，身兼音乐串讲人身
份的她还是段子手“安琪拉”。
而汪峰带来的则是经典曲目
《无处安放》，为了首秀，他特
意还邀请了陪伴自己十三年
的乐队一同登台，声声催泪令
人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作为节目有史以来的首
位欧美歌手，漂洋过海远道而
来的Jessie�J曾是英、 澳两版
《the�Voice》 的音乐导师、被
提名第五十七届格莱美、受邀
参与第30届伦敦奥林匹克运
动会闭幕式表演。 而此次，她
来到《歌手》则是以代表作之
一《Domino》与观众见面。

除了有第一位欧美歌手
外 ， 还 有第 一位 嘻 哈 唱
将———GAI，GAI的《沧海一
声笑》，独树一帜的重庆说唱
和歌曲本身的武侠氛围，给
大家带来了新鲜感。 来自台
湾的李圣杰已经多年没有发
过专辑，90后和00后或许会
对他相对陌生。此外，张天没

有发行过专辑， 是一个乐坛
新人。 而李晓东则是上个世
纪90年代的民谣歌手。

不少观众在看了首期节
目后， 认为汪峰可能是今年
的歌王。

幕后
导演说阵容尽力了

对于这一季的阵容，很
多观众觉得分量不够。 而在
首期节目录制前， 总导演洪
涛针对这季阵容坦言：“我只
能说我尽力了。 有很多网传
的大家期待的歌手， 我们真
的在尽力（邀请）， 我只能这
样说。”但同时他也对本季加
盟歌手表达了感激之情：“不
管我们请到的是谁， 每一位
歌手都要清零以往所有歌坛
累积的成绩、（经历）重新开
始的过程 。 所以每一位歌
手，尤其高知名度的、有勇气
踏上这个舞台的歌手， 我要
对你们说一声谢谢。”

除了阵容，《歌手2》的宣
传片也陷入抄袭风波。 在所
有宣 传 片中 ， 张 韶 涵 和
Jessie�J的非常惊艳，但是这
个宣传片却被指抄袭了香奈
儿的宣传片， 网上更是放出
了对比视频，无论是从立意、
布景、灯光还是剧情的走向，
除了主角不同， 其余部分可
谓“完全雷同”。随后，主办方
撤除了该宣传片。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杨晓栋

这个周末，爱看综艺节目的观众，话题
肯定离不开湖南。1月12日晚，湖南卫视的
《歌手2》播出，汪峰、Jessie�J、张韶涵、李
圣杰、李晓东、周延GAI、张天7位唱将组成
首发阵容，你的耳朵还满意吗？1月14日
19:30，湖南省博物馆三件国宝将亮
相CCTV综艺频道《国家宝藏》，
黄渤、何炅、雷佳、王嘉将演绎三
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本报1月12日讯 还记得被刷屏的
《摔跤吧！爸爸》吗？主创趁热打铁，推出了
同是励志片的《神秘巨星》，1月19日将在
长沙上映。今日，《神秘巨星》举行了提前
看片会，看片过程中，观众叶小姐从头哭
到尾，“很煽情，估计又是个票房爆款。”

《神秘巨星》由印度阿米尔·汗影视制
作公司打造，阿米尔·汗制片并出演，延续
了《摔跤吧！爸爸》为女性发声的主题，讲述
14岁印度女孩尹希娅勇敢选择自己的人
生、唱歌给全世界听的励志故事。

主人公尹希娅的饰演者，正是《摔跤
吧！爸爸》里的“小吉塔”塞伊拉·沃西。这
位幸运女孩当初一次试镜就获得出演
《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两部电影
的机会。 ■记者 袁欣

邹市明出院

《神秘巨星》来袭

谁是“歌王”

皿方罍

年代：商代
所属：皿而全（皿氏贵族）
类别：青铜

规格： 盖高28.9cm；器
身高63.6cm，器盖铸有“皿
而全作父己尊彝”八字铭文,
呈庑殿顶形； 器身则铸有
“皿作父己尊彝”六字铭文。

入选理由：由于历史原
因文物盖身分离，2014年经
过一个世纪， 身盖合一，完
罍归湘，圆了湖湘乃至中国
文博界、收藏界、艺术界流
失海外重器重回故土的“大
梦”， 充分见证了中华文化
自强不息。 ■记者 吴岱霞

辛追墓T形帛画

年代：西汉
类别：帛画

规格：长205厘米，上部
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

入选理由：表现了我国
古代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
在我国古代绘画史上是难
得一见！ 整幅帛画把神话、
想象和现实生活完美地统
一起来，无处不体现了古人
对天国的想象和追求永生
的幻想，堪称中华民族的艺
术瑰宝！

年代：唐
规格：高19厘米

简介： 此诗文壶是用于
饮酒的酒壶。壶口外翻，粗颈
短流，背部装有一执手。瓜棱
形腹，平底。以褐彩在流下腹
部题写诗歌一首：“春水春池
满， 春时春草生， 春人饮春
酒，春鸟哢（lòng）春声。”唐
代已有酒壶的称呼， 唐诗中
便常可见到，如韩愈诗云“雌
声吐款要， 酒壶缀羊腔”、杜
甫诗云“呼婢取酒壶，续儿诵
文选”。

入选理由： 以诗歌为饰
是长沙窑装饰的重要特征，
这件壶的诗文朗朗上口、书
法遒劲， 是长沙窑诗文壶的
代表作。

本报1月12日讯 在你心中，湖南有
哪些最具湖湘文化特色的地标？今天上
午，湖南省“十大文化地标”推选活动在
长沙启动， 将持续用4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全省推选出“十大文化地标”及
“十大知名文化地标”， 打造一批
在全国叫得响的湖南文化地标，
深入挖掘湖湘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涵与价值，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据介绍， 此次推选将主要从
文化内涵、地理标志、艺术审美、
现存状态、 社会影响五个维度进

行综合考量。
据了解， 湖南省现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18项， 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183处， 其中革命类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40处，位居全国第1位。
此外，还有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传统古
村落、经典村镇、文化街区(园区)以及各
地建设的艺术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美
术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

“十大文化地标”活动由湖南省文化
厅、湖南省委网信办主办，旨在深入挖掘
湖湘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坚定
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启动仪式
后，将逐步推出网络投票界面。预计今年
4月份，湖南省十大文化地标推选活动最
终名单将出炉。 ■记者 吴岱霞

寻找湖南文化地标

▲何炅化身“长沙窑老板”，让1200年前的
“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雷佳现场演绎“中
国古装音乐剧”， 一首
歌带你读懂T形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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