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舜筠与凌文龙。

《黄金花》挺进五一档
长沙提前看片获好评

本 报 4 月 19 日 讯
应采儿和欧弟在一起，
就是一场脱口秀。今日，
综艺节目《真心大冒险》
在长沙举办媒体见面
会，除了节目中的9位男
女嘉宾悉数亮相， 恋爱
观察员应采儿、 欧弟在
台上插科打诨， 带动了
现场氛围， 让发布会欢
声笑语一片。

《真心大冒险》是芒
果TV自制节目，邀请了
10位性格迥异的年轻男
女在厦门开启一场寻爱
大冒险，应采儿、欧弟等
恋爱观察员再根据他们
的表现进行点评和指
导。 节目中年轻靓丽的
少男少女、 清新唯美的
画面、 甜蜜单纯的气息
令观众回味起了自己的

青春时代和美好初恋。
欧弟对长沙倍感亲

切， 一亮相就用长沙话大
喊，“我回来了”。第一次见
到恋爱嘉宾本人， 应采儿
表示他们比屏幕里看起来
更清纯有活力， 更是忍不
住大爆儿媳标准。她笑说，
“只希望我儿子不要找我
这样的老婆，我话太多，也
不想看到另一个自己。”欧
弟却说，“我女婿不要找演
艺圈的， 如果要找也要找
很红的明星。”

此次来长沙， 欧弟透
露会和汪涵见面， 开玩笑
说“谈他儿子和我女儿的
事”。两人还会合作新节目
吗？ 欧弟称不排除这种可
能，“我也想和涵哥再合
作。”
■记者袁欣实习生李君儒

本报4月19日讯 嗯哼
和爸爸杜江参加完《爸爸去
哪儿》第五季，最近又和妈妈
霍思燕一起录制《妈妈是超
人》，凭借着“萌言萌语”又圈
了一波新粉。近日，霍思燕接
受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谈
到儿子的高情商， 她把功劳
让给了杜江，“我们的情商都
是跟杜老师学的”。

看完《妈妈是超人》里霍
思燕和嗯哼的相处日常，有

不少观众都感慨， 体会到了养
一个暖心儿子的幸福。 聊到嗯
哼小小年纪的高情商时， 霍思
燕承认杜江“功劳大”。夫妻俩
日常少吵架少拌嘴， 主要也是
因为杜江的高情商。

此外， 霍思燕委屈表示杜
江不是“妻管严”，“我可看他脸
色了，他回来我就照顾他，给他
端茶送水，看他脸色”。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李君儒

本报4月19日讯 还记
得去年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大剧院的市民开放日
吗？ 游人如织气氛爆棚。今
日， 记者从梅溪湖大剧院得
知，4月29日-30日， 这朵世
界上最大的“芙蓉花”将迎来
2018年首个市民开放日参观
活动。

开放日
市民可共赏“芙蓉”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
心大剧院由荣获世界建筑界
最高奖———普利兹克建筑奖
的扎哈·哈迪德女士担纲设
计， 采用花瓣落入梅溪湖激
起不同形态“涟漪”的概念，
被誉为芙蓉国的一朵“芙蓉
花”，是湖南省亮眼的文艺地
标建筑。

记者了解到， 长沙梅溪
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幕墙工
程总面积10万平方米， 其中
GRC幕墙板7.1万平方米，铝
板的玻璃幕墙近3万平方米，
颜色相似水晶白。 为追求飘
逸的“芙蓉花”造型，外幕墙
全部是曲面造型，10000多块

GRC形状各异。
据悉， 为增强市民的参观

体验、 加深对大剧院建筑和功
能的了解， 此次开放日参观活
动特设深度参观场次， 届时可
跟随剧院工作人员的脚步，了
解大剧院的台前幕后。

演出季
看名剧觅童趣

市民开放日后，长沙首届
国际戏剧舞蹈演出季将正式
拉开帷幕。5月2日至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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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登陆大剧院。之后，戏剧
泰斗曹禺作品《原野》、主持人
周涛等领衔的《情书》、开心麻
花的《羞羞的铁拳》、吕丽萍孙
海英的《独自温暖》……都会
与观众见面。

此外，大剧院还将推出“打
开艺术之门”演出季。7月伊始，
家庭亲子音乐剧《莫扎特的魔
法世界》、充满生命力的《卡斯
特利安四重奏音乐会》、奇幻冒
险的《安德鲁奇遇记》等童趣曲
目将轮番上演。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李君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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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9日讯 并不富裕的
家庭、患有特殊疾病的孩子、逃避
家庭责任的丈夫……你该怎么生
活下去？演员毛舜筠在电影《黄金
花》 中就诠释了这样一位女性。18
日下午，《黄金花》在长沙举行提前
看片会， 不少观众对影片有共鸣，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电影《黄金花》由中国香港新
晋导演陈大利执导，毛舜筠、凌文
龙、吕良伟、刘美君、冼色丽主演。
讲述了黄金花(毛舜筠饰)与丈夫(吕
良伟饰) 合力照顾患有自闭症儿子
(凌文龙饰)20年， 期间遭遇丈夫背
离家庭， 黄金花在不堪重负之下，
由几近毁灭走向涅槃的故事。在15
日晚的金像奖上大放异彩，收获最
佳女主角（毛舜筠）、 最佳新演员
（凌文龙）两项大奖，记者了解到，
因市场反响热烈， 片方正式改档4
月28日。

不少职场女性、 全职妈妈表
示，电影可以说是“2018年最好的
现实主义作品”， 主创们为观众呈
现的不是一个银幕角色，而是一个
活生生的面对困境不屈不挠的坚
韧女性。而此前毛舜筠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分享过塑造黄金花的“诀
窍”：“这个妈妈心情很复杂， 要照
顾患自闭症的儿子，还要忍受丈夫
一直在外面拈花惹草， 压力很大。
这角色很难拿捏，做多了就不好看
了，我如果夸张去演，观众会看得
很累。”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李君儒

本报4月19日讯 “我爱
你，中国”，它说出了每个中
国人的心声，而有一群人，他
们甚至不惜用生命捍卫着这
句话。昨日，新时代季播主旋
律大片《我爱你，中国》开播
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节目聚
焦对祖国有深厚感情的特定
群体， 展现英雄式的普通人
背后赤诚的家国情怀。4月28
日至5月4日期间， 该节目每
日上午10：00在芒果TV上
线，22：00在湖南都市频道
《寻情记》栏目播出。

《我爱你，中国》由芒果

TV、湖南都市频道、人民日报
客户端联合出品。 节目共四
季，每季七期，四季选题方向
分别为：军人、环保战线、科学
家、改革家四个群体，讲述他
们热爱祖国、坚守信念、奋斗
于无声处的感人故事。

记者了解到，《我爱你，中
国》是湖南都市频道《寻情记》
的转型之作，标志着将节目中
的寻情取向由家庭情拓展至
家国情。发布会现场，芒果TV
与湖南都市频道更以此为契
机而达成了长期战略合作。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李君儒

梅溪湖畔“芙蓉花”又开
4月29日-�30日梅溪湖大剧院迎来2018年首个市民开放日，演出季也将拉开帷幕

本报4月19日讯 今日，
2018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株
洲站）暨青奥会选拔赛在株
洲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体
育场落幕。本站比赛为期四
天， 共有38支代表队、2260
名运动员参赛。在参加比赛
的近百名湖南选手中，廖孟
雪和黄瑰芬包揽女子400米
冠亚军。此外黄瑰芬还获得
女子200米亚军。 选拔组方
面，湖南选手陈龙、杨锦程
分别以男子跳高选拔组冠
军和男子跳远选拔组亚军
的身份，获得青奥会亚洲区
选拔赛资格。

2018年全国田径大奖赛
共分为四站， 株洲是第二站
也是湖南省唯一一站。 在本
站比赛中， 参赛选手们发挥
出色， 数次赶超赛季亚洲纪

录。其中，2012年伦敦奥运会银
牌得主、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
赛女子铅球冠军、2017年瑞士
苏黎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
女子铅球冠军得主巩立姣在女
子铅球比赛中， 不出所望以19
米16的成绩获得冠军，继4月12
日广东肇庆的首站比赛夺冠
后，实现国内赛事两连冠。另一
名两连冠选手诞生在女子100
米栏决赛中， 广东名将吴水娇
凭借13秒33的成绩夺冠， 这一
成绩超过了4月13日日本选手
木村文子在亚利桑那州的梅萨
跑出的13秒34， 跃居赛季亚洲
第一位。上一战肇庆站，吴水娇
以13秒42夺冠。 而上海的潘梓
杰在男子110米栏比赛中以13
秒76夺冠， 与印度的辛迪哈斯
并列亚洲赛季目前第一。

■记者 叶竹

全国田径大奖赛（株洲站）暨青奥会选拔赛落幕

湖南包揽女子400米冠亚军

霍思燕赞杜江情商高

《真心大冒险》长沙举办见面会

应采儿希望
儿媳不要像她

聚焦特定群体的家国情怀
《我爱你，中国》将播

应采儿与欧弟逗笑《真心大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