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召开的中央电视台2012年节
目资源推介会透露：明年《新闻联播》在节

目片头、演播室等主要包装形态上都将发生
全新变化。同时，在节目形态与语态上也将
发生变化。各种新的报道形式将会引入到节
目中，时效性、重大性、权威性、贴近性将进

一步提高。而《焦点访谈》将加大舆论
监督报道。

《新闻联播》明年改版

2年多过去了， 杰克逊的死因依
然没有揭开。近日，杰克逊的私人医生穆
雷的辩护律师团再次提出指控， 称迈克
尔·杰克逊因上瘾，死前“主动饮用”大量致
命性剂量的麻醉剂异丙酚而猝死，驳回了
之前判断私人医生穆雷对迈克尔·杰克逊

构成的严重过失的指控。 有消息称，
该指控是否成立最终结果将在

本月底揭晓。

杰克逊死因还没揭开
从14日开始，本栏目选拔二十名6岁

到16岁的琴童全程免费参加“中巴钢琴
文化之夜”活动，接受巴西钢琴大师的指
导，受到家长们热烈关注。在本报的两个
亲子群中， 不断有琴童的家长提出这样
的问题：“孩子练琴的新鲜劲过了之后，如
何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呢？”21日， 本栏目
特地邀请第一个报名的徐仕祺共享他的
学琴故事。

徐仕祺3岁开始接触钢琴，6岁开始
学琴。7岁通过钢琴六级考试。学琴不久，
小仕祺对妈妈哭诉，“我很不快乐！他教我
弹琴时没有给我快乐！”通过交流，老师
找到了问题的原因， 一个小时的时间对
于低龄孩子来说，有点长了。为了保持孩

子的兴趣， 老师决定将他的一堂教学课
拆分成两节，甚至三节，中途让他听听音
乐，看看音乐演奏会的视频，甚至给他讲
许多钢琴家的故事。有了这些改变后，孩
子的学琴兴趣空前的高涨。

在徐仕祺的家里， 在他的练习琴边
上安放着一面大镜子。为此，他练习时尽
量快乐自信， 因为镜子里有人在看他弹
琴，他要让他分享快乐。有时候，他会要
求妈妈在他练琴时在旁边跳舞， 一同进
入音乐的意境，分享音乐的快乐。

■记者 吴岱霞

练琴很痛苦？本报征选的小琴童告诉你经验

拆课，竖块镜子当陪练

如果您和孩子在艺术培训过程中
有什么困惑，或者您也想报名参加“中
巴钢琴文化之夜”， 请看清报名方式：
有意参加本次活动的家长可点击ent.
voc.com.cn跟帖报名； 登录幸福亲子
QQ2群(174987967)报名，登录“三湘都
市报文娱部” 新浪、 腾讯官方微博参
与，或拨打报名电话83845211。

“我家孩子平时胆子小、 不爱说
话，但每次看儿童剧，他就喜欢和小朋
友们一起互动一起玩， 受热闹气氛的
鼓励，孩子都变勇敢了。《白雪公主》的
互动情况怎么样？ 能让孩子们参与剧
情吗？”10月15日，大型儿童梦幻人偶
歌舞剧《白雪公主》将在湖南大剧院连
演两场， 这是前来咨询购票的家长们
最关心的问题。

21日，记者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剧
组负责人之一的邹科廉， 他说请家长
们放心， 小朋友进到剧场里绝不会是
单纯地做观众， 他们就是演出的小主
人公：“《白雪公主》不同形式的互动很
多，我就先‘泄密’一点点。当恶毒的皇
后化身成巫婆， 把毒苹果送给白雪公
主之后，她就悄悄躲进了观众席，小矮
人们为了抓巫婆急得团团转。这时，白
雪公主和小矮人就需要孩子们眼观八
方，发挥他们的智慧，找到巫婆的藏身
之地，勇敢地和小矮人一起抓巫婆。”

儿童剧《白雪公主》已经在广州、
深圳等许多城市巡演过， 每到一处都
受到家长和孩子的热烈追捧，“看了好
看好玩的剧，孩子乐在其中，又通过参
与互动学会什么是善恶美丑， 幼小的
心灵受到了熏陶。” 邹科廉告诉记者，
这是剧组的留言册上， 家长们最大的
心声。不过，邹科廉表示，“互动”是把
双刃剑， 有互动可以调动孩子们的积
极性， 但互动环节太杂太乱就容易打
破剧情节奏，破坏儿童剧的整体质量。
“所以《白雪公主》并不单纯追求互动
数量， 而是注重保证每一场互动的质
量。因为孩子们善于模仿，他们会将剧
中人的处事方式搬到自己的生活中。
如果儿童剧只一味迎合儿童爱热闹的
心理，就失去了它的引导作用。”

■ 记者 吴名慧

嘘，巫婆藏在这里！
“白雪公主”请小朋友一起玩

张杰谢娜9月26日举办婚礼已是人
尽皆知了。让人不得其解的是，为何婚礼
举办地选择云南香格里拉？在婚礼那天，
谁接过主持棒？重量级证婚人是谁？嘉宾
有哪些？21日，谢娜公布婚纱照，张杰负
责答疑，小两口分工明确，可以由此想像
出夫唱妇随、其乐融融的婚后生活，大家
一起来八卦下。

选香格里拉
源自张杰看过的一本书

张杰谢娜是四川人， 在长沙发展，
生活在北京，然而他们的婚礼举办地却

在云南香格里拉， 这里面有什么原因
吗？张杰称想法很简单，“我以前看过一
本书， 说香格里拉是梦开始的地方，很
神圣，也希望能成为见证我们感情的圣
地”。

对于这场等待已久的婚礼， 张杰透
露，自己一直亲力亲为，除了请专门的婚
礼策划团队之外，还亲自参与细节，包括
准备一些现场的惊喜。婚礼那天，我会让
所有嘉宾都非常感动，“他们一定会觉得
来对了， 当然肯定也会有让娜娜很感动
的环节，我一个人已经偷偷想好了，也想
了好久，到时候就会知道。”

为见证婚礼
赵本山先飞机后驱车4小时

据介绍，婚礼邀请嘉宾名单中，有文
章、马伊琍夫妇、李宇春、小沈阳、吴奇
隆、李小冉、苏有朋、杜汶泽、张卫健等，
何炅将担任此次婚礼的司仪。

除了名单上公布的这些明星外，赵
本山担任证婚人。他为赴这次喜宴，拿出
了十二分的诚意，据透露，因为婚礼地点
在香格里拉，当地海拔比较高，因此赵本
山的私人飞机无法直接到达， 只能到临
近的地方，再驱车4小时。 ■记者 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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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在线因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标采购网络舆情监控系统一
套。 欢迎具备相应资质供应商参加投标。

供应商资质要求：
1、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企业

法人资格、有自主研发能力的软件企业
2、 产品需经过第三方国家认证，有

自主知识产权

报名时间：2011 年 9 月 22 日 -2011
年 9 月 28 日

报名地址： 湖南日报社华声在线技
术中心

联系人：向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329523

�������������������������13787283244
��������邮箱：xiang��huijun@qq.com

软件采购招标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6065 60
生
肖
乐

下期奖池：31308738元

下期奖池：25888039.65元

超级大乐透第 11111 期
本期投注额：70482914 元

超
级
大
乐
透

中奖号码：02�11�13�23�31�+�11��12
奖级

0
0
17
9
45
12
114
26

2982
909

11251
2984

141505
38481

1605584

0
0

189143
113485
20291
12174
3000
1500
600
300
100
50
10
5
5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六等奖（追加）
七等奖
七等奖（追加）
八等奖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到 1066125666，
小灵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
定制 6元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9月 21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 3、排列 5第 11257期
本期投注额：23225390 元

中奖号码 1� � 6� � 1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8758 １０００
组选 3 6806 ３２０
组选 6 0 160

中奖号码 1� � 6� � 1� � 6� � 8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 � � �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97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22选 5第 11257期 本期投注额：1975964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47

4154
55372

单注奖金（元）
10290
５０
５

中奖号码：06 13 16 21 22

演出时间：10月15日10：00/15：00
演出地点：湖南大剧院
演出票价：50、80、120、160(元)
订票电话：4001-858-666
在线选座： www.juooo.com
亲子剧场QQ群：118379763（加群购票可
享受团购优惠）

相关链接

一个人
偷偷想了好久

谢娜？

如何
感动

新娘

张杰 26日，赵本山证婚
何炅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