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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2018年湖南新春
音乐会将在湖南大剧院精彩上
演，而这，只是狗年春节群众文
化活动的一个缩影。据悉，为迎
接春节到来， 我省各级宣传文
化部门正紧锣密鼓， 策划推出
各类文化活动100余场。

据了解，省委宣传部、省文
化厅、 省演艺集团将在这拨文
化活动中唱主角，组织“雅韵三
湘·多彩节日”系列高雅艺术演
出活动，以及“欢乐潇湘”群众

文艺汇演活动， 为群众提供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
文化产品，让群众过一个“有文
化味”的新春佳节。省图书馆、
省博物馆、 省文化馆等也将推
出系列大型展览、教育讲座、趣
味竞赛等文化活动； 长沙市及
各区县还将组织新春书香送
福、 喜乐灯谜会及民间艺术展
演等大量文化活动，把“文化福
利”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记者 吴岱霞

在省会一大拨新春文
化活动即将到来之际，湖
南卫视春晚于2月8日晚登
场， 自此也拉开了各大卫
视春晚大战。 本次湖南卫
视春晚群星璀璨，除了“国
产”明星那英、罗大佑、黄晓
明、张碧晨、周笔畅等之外，
晚会上观众还同时欣赏到
“结石姐”Jessie�J、“魔幻高
音”迪玛希和“钢琴圣手”马
克西姆三位国际音乐人的
精彩演绎。

和那英罗大佑
过个“文化年”

湖南卫视春晚作为湖南
卫视每年的重点晚会，不仅有
众多一线大牌明星坐镇带来
精彩表演， 与观众共度幸福
快乐团圆小年夜， 在节目内
容上也偏向传统文化与经典
文艺作品的呈现，这一创作理
念在2018年湖南卫视春晚的
联排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阔别湖南卫视六年的
那英此番“久别重逢“引发
了观众们的无限期待，深情
演绎的一首《国家宝藏》主题
曲《一眼千年》赢得了现场观
众的阵阵欢呼。 如果说那英
在湖南卫视春晚上演唱的歌
曲唱出了国家宝藏的珍贵底
蕴， 那么罗大佑的《恋曲
2018》 串烧则是在万家团圆
的时刻上演了一出温情回忆
杀，光是罗大佑一现身，就让
在场的观众惊呼不止， 抱着
吉他的他实力演绎了“归来
仍是少年” 这一无数文艺青
年的梦想，现场一大拨金曲
串烧加上为了女儿而作的

新歌， 短短几分钟时间内仿
佛跨越了一个时代。

大张伟周笔畅
嗨唱“青春”

“青春”是湖南卫视的
关键词， 这一理念在本次
2018湖南卫视春晚上也被
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年轻
人的“爱豆”———大张伟、任
嘉伦、周洁琼、程潇、张新成、
SNH48-7SENSES等年轻
艺人的表演都让现场洋溢
着青春的味道。

由任嘉伦、周洁琼、程
潇、张新成、阚清子、纪凌尘
等新生代偶像带来的《汪汪
贺新年》萌趣十足，和周嘉诚
等萌娃的互动也有爱不已；
从湖南卫视出道的周笔畅
则用一曲《若不是那次夜空》
讲述了亲情。

国际音乐人来过中国年
迪玛希和Jessie�J在被

中国观众认识之后，收获了
很高的人气。 迪玛希为了回
馈观众的喜爱，学习并表演
了多首中文歌；Jessie�J入
乡随俗，学会了在表演中做
比心的手势。 他们的亲切也
换来亲昵称呼，前者被粉丝
称为“进口小哥哥”，后者则
获得了“结石姐”这个爱称。

在2018湖南卫视春晚
上，“结石姐” 带来两首让她
声名鹊起的大热歌曲， 全场
歌迷为之疯狂摇摆。迪玛希、
马克西姆则携手中国青年
钢琴家、“金手指”吴牧野，合
作一曲《丝路狂想曲》狂飙琴
速，惊艳观众。 ■记者 袁欣

本报2月8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大剧院（以下简称“大剧
院”）得知，戏剧大师林兆华、央
视知名主持人周涛等将在5月
来到该剧院， 拉开大剧院戏剧
舞蹈演出季的大幕。

据悉， 本次戏剧舞蹈演出
季涵盖9个精品剧目13场演出。
其中， 由当今中国戏剧的领路
先锋林兆华导演的作品《三姐
妹·等待戈多》 5月2日-3日将
在大剧院首演。 该剧曾首演于
1998年， 被认为是林兆华实验
戏剧的巅峰之作。 本次演出是

林兆华在20年后的复排版本。
5月8日，80后导演何念将

以“重读经典”角度为长沙市民
献上曹禺经典戏剧《原野》，央
视知名主持人周涛将在5月22
日至23日“走心”上演美国百老
汇经典爱情剧《情书》，法国戛
纳电影节经典戏剧《B先生和P
先生在全世界》也将首次来湘，
在5月28日爆笑登场。

此外， 俄罗斯丑角大师斯拉
法的经典巨作《下雪秀》、德国斯图
加特巴赫合唱团音乐会、 赖声川
首部儿童剧《蓝马》等国际顶级剧
目也将首次来湘。 ■记者 袁欣

寒假系列教育活动开始
“我的假日在湘博”

本报2月8日讯 寒假如约而
至， 你家孩子放假时收到社会实践
活动表了吗？本报记者了解到，湖南
省博物馆教育中心特意为孩子量身
定制的“我的假日在湘博”———
2018年寒假系列教育活动将于2月
8日正式开始（活动时间过年前为2
月8日至11日，过年后为2月20日至
28日）。 其中包括探访辛追娭毑的
新家、“小小湖南人”寻宝记、藏在故
事里的春秋战国、 东周大商人游列
国、充满惊奇的东方之旅等，少年儿
童可免费参加本次系列活动。

■记者 吴岱霞

本报2月8日讯 林超贤执导的
军事题材动作电影《红海行动》即将
于正月初一上映， 海清在片中出演
华裔法籍战地记者夏楠。 虽然出演
“战地玫瑰”，海清也没很轻松。她同
样远赴北非取景， 戏中她要在“战
场”行走，戏外她要对抗成群的蚊虫
叮咬。近日，海清通过微信接受三湘
都市报记者采访，她笑称拍摄《红海
行动》真是步步惊心。

海清表示， 一听到导演是林超
贤， 连剧本都没看合同都没签就被
拉到摩洛哥去拍戏了，“我很喜欢林
超贤导演的作品， 之前有两次找过
我都没合作成，这次不能再错过。最
后虽然也确实受了不少苦， 但所有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拍摄过程中， 海清爆破戏被
炸飞、 沙漠戏夜晚温度低被冻得双
腿失去知觉。可对这些经历，海清并
没有十分在意。 她笑谈唯一心惊的
一次经历， 便是被各种毒虫咬伤了
脸， 某一次擦错药， 皮肤还被灼伤
了， 直到现在脸上的疤痕还未完全
消退。 当时她心中担心的不是“破
相”，而是会不会影响之后的拍摄进
度。

■记者 袁欣

平昌冬奥会今晚开幕
本报2月8日讯 第23届冬季奥

运会开幕式将于当地时间9日晚在
韩国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据
悉，截至目前，来自92个国家和地
区的2925名运动员确认参加本届
冬奥会，同时有55684名工作人员、
志愿者为本届冬奥会服务，规模均
为冬奥历史之最。中国体育代表团
共有181人，其中运动员82人，将参
加冬奥会5个大项、12个分项、55个
小项的比赛，两届冬奥会冠军周洋
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据悉， 该届冬奥会的开闭幕式
以及大部分的雪上项目比赛在平昌
进行，所有冰上运动在江陵举行，高
山滑雪滑降比赛在旌善进行。

■记者 叶竹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2月9日 湖南大剧院 2018年湖南新春音乐会
2月9日 长沙图书馆 长沙市“文化进万家”

系列活动
2月9日至3月2日 坡子街、太平街等 2018年火宫殿大庙会
2月9日至28日 湖南省博物馆 “我的假日在湘博”寒假

系列教育活动
2月18日 湘京苑剧场 迎新春综艺晚会
2月19日 湘京苑剧场 迎新春综艺晚会
2月20日 芙蓉国剧场 儿童剧《森林大冒险》
2月21日 芙蓉国剧场 儿童剧《森林大冒险》
2月22日 省杂技院亲子剧场 杂技《青春如画》
2月23日 省杂技院亲子剧场 杂技《幸福的秘密》
2月24日 湖南音乐厅 迎新春民族音乐会
2月24日至3月2日 雷锋影视文化中心

望城区各街道
2月25日至26日 省木偶皮影剧院

非遗展演剧场
2月27日 湘江剧场 湘剧《徐九经升官》
2月28日 湘江剧场 湘剧《拜月记》
3月1日 湖南音乐厅 中外名曲交响音乐会
3月1日 湖南戏曲演出中心 花鼓戏《青春草堂》
3月2日 湖南戏曲演出中心 花鼓戏《五女拜寿》
3月2日 湖南大剧院 音乐剧《袁隆平》
3月2日 长沙音乐厅 庆元宵交响音乐会
3月2日 湖南图书馆 庆元宵之赏灯猜谜、

3D打印送祝福
3月2日 浏阳市体育中心 全省舞龙舞狮大赛
3月2日 雨花非遗馆东广场 非遗展示庆元宵
3月2日 星沙文化中心广场 欢庆元宵主题活动
3月3日 湖南图书馆 庆元宵之开心故事绘、

“小谜王”争霸赛
2月至6月 湖南图书馆 中华传统佳节图片展
2月至3月 长沙图书馆 年俗文化展
即日起（每周一闭馆）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

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

梅溪湖大剧院戏剧舞蹈演出季5月开启
有“情书”，请“等待”

春节期间省会重点文化活动一览表

罗大佑、那英、Jessie�J、迪玛希都来湖南贺新春

“国产”搭配“进口”
演绎湘味春晚

拍第一部动作电影就“破相”？
海清“红海行动”步步惊心

100余场文化活动陪你过年
今晚，音乐带你迎新春

望城区2018年
民俗文化艺术节
皮影戏《飞天》《两朋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