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注意到， 首发阵容
中，有3位“新声势力”。

毛不易作为华语乐坛的
新生代唱作才子， 从他口中
唱出的歌词像涓涓细流很容
易打动人心。

周深独特的嗓音自出道
后就一直被大家所喜爱，前
年还参加了《声入人心》，更
是借此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米西亚非常擅长黑人音
乐曲风，被评为拥有跨越五个
八度宽广音域的“日本第一女
声”。

还有4位嘉宾都是参加
过《歌手》。

华晨宇作为新一代歌手的
中流砥柱，不仅有着超高水平的
唱功，还具备不俗的创作才华。

徐佳莹是《歌手》的老朋友
了，2016年作为补位歌手参加
了第四季，2017年又作为狮子
合唱团的助阵嘉宾参与了录制。
萧敬腾也同样如此，2017年以
主唱的身份领衔摇滚乐团狮子
合唱团加盟《歌手》，此次独自一
人参与也同样备受期待。

还有袁娅维，2017年作为
首发阵容参加《歌手》，虽然早早
被遗憾淘汰， 但实力毋庸置疑，
唱腔婉转多变，非常具有国际范
儿。

《歌手》在第八个年头，已
经开始思考音乐的多样性了，
不再为“乐坛的扛鼎之位”搭舞
台，而是要为年轻歌手的“当打
之年”站个台。

“当打之年”的概念，源自
评书语， 原指武艺成熟与巅峰
期的年龄段， 后来被引入体育
竞技界， 指运动员竞技状态巅
峰期的年龄段。 此次节目组将
这个词汇引入歌坛， 诠释年轻
歌者正值青年的巅峰战力。

对于节目的转变，《歌手》
节目组给出这样的答案，“七年
来， 我们所搭建的不过是一架
知音与浩瀚音乐世界的桥梁：
我们拥有为当今乐坛发声的速
度； 拥有从不予音乐以附加意

义的态度；我们拥有立足华语
乐坛，不断挖掘经典歌手的同
时、积极寻觅和培育年轻歌手
的温度；我们更拥有为原创音
乐、多类型音乐摇旗呐喊的全
新角度。第八年，我们迎来了
《歌手·当打之年》。 选曲全开
放，开启‘青春就要正面刚’的
音乐故事。”

节目组还表示，本季节目
“没有补位， 取而代之的是贯
穿始终的险象环生”。 这也告
诉观众，节目将会从赛制上做
出改变，更加激烈的比拼会把
原先对歌手个体发展的展示，
放大到对整个行业生态的关
注，为当下浮躁的音乐行业树
立精神榜样。

为什么要做“当打之年”？

历届最年轻嘉宾阵容来了

本报1月3日讯 4日晚， 浙江卫
视《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本周总
决赛资格赛继续，刘晓庆、惠英红将
带来精心准备的作品竞争总决赛的
最终席位。

该节目汇聚不同年龄、背景、表演
经历的导师级嘉宾， 他们抽签结为搭
档，为观众呈现演技巅峰对决。

刘晓庆在银幕、 荧屏和舞台上塑
造过众多经典的形象，此次，刘晓庆将
在舞台上再现“金大班”。在嫁为人妇
的前夜， 历经沧桑的金大班会做些什
么想些什么？此外，剧目的助演请来了
曾在《武则天》中出演女皇心腹太监的
武利平，两人时隔24年再次合作。

惠英红本场的作品改编自电影
《万箭穿心》， 她饰演一个独自扛起全
家生计却被儿子痛恨的母亲。 惠英红
现场自诉剧中家人之间的误解引起了
自己的情感共鸣， 现场她还分享提升
演技的秘诀。 ■记者 袁隽永

第八季《歌手》开录，主打“年轻”牌
定位“当打之年”，选曲全开放，没有补位，1月31日开播，你期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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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3日讯 2日，
中国足协正式宣布， 武汉
卓尔俱乐部主帅兼总经理
李铁将出任国足主帅一
职， 他也因此成为国足近
30年来最年轻主帅。 中国
足球的国家队主教练，堪
称足坛高危职业的代名
词。而这位年轻的少帅，能
否带领国足创造辉煌，至
少冲出亚洲， 没有人信心
十足。

在上个月举行的东亚
杯上，李铁就已经以国足代
理主帅的身份带领一批国
脚取得一胜两负的战绩，获
第三名，此次“转正”显得顺
理成章。 在成为国足主帅
前，李铁有丰富的俱乐部和
国家队助教经验 ， 并于
2015年8月出任华夏幸福
俱乐部主帅。2018年，李铁
带领武汉卓尔俱乐部成功
冲超，并于次年在中超联赛
中取得第六名的好成绩。此
外， 李铁有英超留洋的经
历，效力埃弗顿和谢菲联期
间表现出色。这次上任国足
主帅，李铁的老东家、英超
埃弗顿俱乐部官方也发声

祝福他。
纵观李铁的经历，从

运动员， 到俱乐部助理教
练，从国家队助理教练，到
俱乐部主教练， 从国家集
训队主教练， 最终攀登上
了国家队主教练的顶峰。
李铁在每一个角色的时间
都在两三年而已， 成长的
速度在国际足坛都属罕
见。 但李铁在每个角色上
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这些
突出的表现让李铁在国足
主帅选拔中脱颖而出。

当然， 李铁也面临很
多挑战。比如，相对于俱乐
部主教练， 国家队主教练
要求更强的协调能力。在
“洋帅”时代，这样的协调
更多依赖领队的角色。但
作为一名本土教练， 与足
协、 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
沟通则需要亲自行动。

两个多月后， 世界杯
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将重
燃战火， 国足还有四场比
赛要打， 分别是主场对马
尔代夫、客场对关岛、主场
对菲律宾和主场对叙利
亚， 留给李铁的准备时间
并不充裕。所幸的是，三主
一客， 先易后难的赛程对
国足是一个利好。 前三场
比赛国足须力争全胜，而最
后一场比赛，对手叙利亚很
有可能已经提前锁定小组
第一出线，国足有希望在对
手身上拿分。如此，尽管说
国足命运仍然掌握在自己
手中， 但完全寄希望于主
教练力挽狂澜， 短期内带
领中国足球发生巨大改变
是难以实现的事情。

■记者 叶竹

本报1月3日讯 东方卫视《中国
梦之声·我们的歌》 将于1月5日晚播
出第十期。本周，五组歌手各出奇招，
肖战挑战全新曲风， 刘宇宁敲响“战
鼓”，舞台惊喜频出。

继上一周用打碟、 玩电音献上了
颠覆自我的表演后， 此次肖战一鼓作
气，再度挑战从未尝试过的燃炸曲风，
演唱张韶涵经典歌曲《呐喊》。赛前，肖
战就爆料了舞台设计的细节“这次我
们想走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舞台，整
体比较燃一点”。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这
首歌， 改变观众对自己的既定印象，
“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文质彬彬、唱抒
情歌， 其实我还有一颗不一样的心”。
那英也在场外鼓励肖战放松情绪，享
受舞台，“我觉得只要有个性、有力量，
你们能够燃爆这个舞台你们就赢了”。
任贤齐更夸赞肖战唱歌时展现的爆发
力，就像一个要去拯救公主的“孤独的
王子”。 ■记者 袁隽永

本报1月3日讯 今日，“书
道圭臬———中原巨碑名志拓片
展” 在长沙简牍博物馆美庐展
厅启幕。

拓片是使用宣纸和墨汁等
工具，从碑刻、铜器等文物上拓
印下其形状、 文字或图画的纸
片， 是记录中华民族文化的重
要载体之一。

展览共展出商周至明清时
期的甲骨、青铜器、碑碣、墓志、
画像石和摩崖刻石等种类丰富
的金石拓片196件， 包括西周
《毛公鼎》、秦代《峄山碑》、汉代
《袁安碑》、唐代《升仙太子碑》
等拓片精品，更有张廷济、吴大
瀓、罗振玉、容庚、吴湖帆、张伯
驹等名家旧藏西周铭文青铜器

全形拓。
据介绍， 此次展出的拓片不

仅数量众多、 内容丰富、 历史悠
久，而且篆、隶、行、楷、草各种书
体齐备， 充分彰显了传统金石拓
本艺术之美、 书法之美和文化之
美。 观众得以从中窥见中国文字
发展演变的脉络， 领略中华文明
的博大精深。

本次展览由长沙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主办， 长沙简牍博物馆和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共同
承办。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
馆还将馆藏“北魏原石精拓50种”
捐赠给长沙简牍博物馆。

据悉， 此次展览展期为1月3
日至2月10日，免费对外开放。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管震

一眨眼，2020年已经到来，新的一季《歌手》也如
约而至。1月3日晚，第八季《歌手·当打之年》在长沙
录制首期节目，嘉宾阵容也随之公布：毛不易、周深、
徐佳莹、萧敬腾、袁娅维、华晨宇、日本歌手米西亚，是
历年来最年轻的一届。本季节目选曲将采取全开放的
方式，没有补位，可以预见是一场竞争激烈的角逐。

据介绍，1月31日起，节目将在湖南卫视播出。
■记者 袁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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