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抵达
国脚下午就开练

按足协的规定， 没有亚
冠任务的国脚要在16日中午
12时30分抵达长沙报到。16
日上午，蒿俊闵、王大雷、王
永珀、于大宝、张稀哲、任航
等国脚陆续抵达酒店， 大厅
早有球迷等候多时， 球员受
到了球迷们的热烈欢迎。而
已于先前入住酒店的国家队
教练里皮， 则被球迷目击到
与助手下楼同逛， 神色比较
轻松。

在经过短暂的休整之
后， 国脚们16日下午前往贺
龙体育中心附场进行适应性
训练， 训练过程并不对外开
放。 因为还有参加亚冠的12
名国脚未到， 球队也无法展
开完整的训练， 整个过程持
续了一个小时左右。 据贺龙
体育中心内部工作人员介
绍， 球队上下对训练场的草
皮质量、 训练环境给出了很
高的评价。按计划，参加亚冠
的12名国脚将在明日中午抵
达长沙，全员到齐后，球队将
开展完整的训练。

连连看

国足部分球员长沙集结，对场地很满意

国脚铆足劲，来了就开练

2017.3.17��星期五 编辑 袁欣 图编 杨诚 美编 张元清 校对 曾迎春A15 文体看台

本报3月16日讯 今晚，由
中国文联、中国曲协、湖南省文
联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曲艺
名家新秀送欢乐走进浏阳， 姜
昆、冯巩、牛群 、李金斗、黄宏
等曲艺大腕轮番上场表演，现
场观众大饱眼福。

本次演出是中国曲协专门
安排的公益性文化惠民活动，
姜昆、戴志诚、黄宏、冯巩等著
名表演艺术家为浏阳群众奉献
了一场曲艺盛宴。姜昆、戴志诚
合作的相声《乐在其外》，黄宏
表演的小品《精彩一刻》，冯巩、
李志强表演的相声《朋友你
好》，李金斗、夏吉平表演的滑
稽双簧《说学逗唱》，风趣幽默，

尽显大家风范。
此外， 来自全国的艺术家

还表演了四川清音、 二人转等
曲艺节目， 让浏阳观众领略了
曲艺之花的别样风情。 我省优
秀曲艺演员也带着精心打磨的
节目登台献艺，大兵、赵卫国、
黄荣表演群口相声《向领导汇
报》，展现了我省曲艺的水平和
风采。

整场演出形式多样， 高潮
迭起，掌声不断。一位现场观众
说，“以往只能在央视春晚看到
的笑星，全到我们浏阳来了，好
激动。”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曹梦佳

本报3月16日讯 听到
音乐会感到愉悦或者悲伤，
这是普通听众的直接感受，
你想更深层次了解音乐，当
个真正的“知音”者吗？今日，
记者得知， 长沙将举行两场
关于音乐理论的讲座， 如果
你想提升音乐审美， 可报名
参加。

3月19日9：30，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博
士李祖胜将在湖南爱乐协会
爱乐公益讲座主讲“音乐审
美的多重体验———兼谈音乐
的形式与内容”。 本次讲座
将从音乐美学的角度分析
音乐的形式和内容的主要
要素， 讲解如何欣赏音乐，
在理解中得到审美愉悦感，
从学理的角度分析音乐内
容的多重审美维度及与之

相对应的音乐表现形式。想
去的爱乐者可通过QQ群
46197799报名。

3月24日15：00，华人文
化大讲堂第二期将在长沙
音乐厅麓山厅开讲，九门国
际爵士音乐节创始人、中国
顶尖级爵士乐手黄勇主讲
“世界在耳边———爵士乐的
前世今生”。 黄勇将把最纯
正的爵士音乐和最丰富的
爵士知识完美结合，边讲边
演，让学术动起来。该讲座
由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省演
艺集团、湖南中华文化促进
会、长沙市文广新局、华人
文化产权交易中心主办，感
兴趣的爵士乐迷可关注微
信公众号“hnsyyjt”点击免
费抢票。

■记者 袁欣

本报3月16日讯 在奇峰上攀
岩，于峡谷中奔跑，路过溶洞、温泉、
原始森林和名胜古迹，“体育+旅
游” 让人发现更好的生活方式。今
日， 记者从省体育局获悉，2017中
国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会将于4月
21日-23日在张家界核心景区武陵
源开幕，报名通道现已开通。

据了解， 本次大会共设有微马
联赛、自行车联赛、钓鱼联赛三个规
定性比赛项目， 不同以往的是今年
山地户外将开启积分模式， 累计每
站成绩积分； 设有极具观赏价值的
极限挑战项目悬崖芭蕾-户外攀岩
联赛、 侠行黄龙-国际跑酷挑战赛
以及大众参与度最高的音乐狂欢晚
会、露营大会、趣味嘉年华等项目；
参赛者将免费获得武陵源核心景区
门票。

■记者 叶竹

去玩“悬崖芭蕾”

本报3月16日讯 今日， 记者获
悉， 长沙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正在招募“小小红色讲解员”。

长沙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位于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
建有毛泽东杨开慧故居和毛主席诗
词碑廊。 为充分发挥博物馆社会教
育职能， 搭建青少年学习红色历史
知识的平台， 即日起该中心面向社
会公开招募7岁至15岁在校中小学
生，开设“小小红色讲解员”系列培
训课程。通过选拔、培训、考核、实践
等环节后，他们将走上岗位，为公众
提供讲解服务。

有意者可到八一路538号长沙
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前台领取
纸质《报名登记表》填写相关信息；
或登录长沙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
心官方网站报名。

■记者 吴岱霞

去当“红色讲解员”

本报3月16日讯 今日， 记者
得知，马思纯、盛一伦主演的《将军
在上》去年10月份开拍，辗转宁夏、
内蒙古、青海、甘肃多地，如今已经
进入杀青阶段。

大型古装传奇剧《将军在上》由
橘花散里的小说《将军在上我在下》
改编，马思纯、盛一伦主演，讲述武
艺超群的冷面女将军与倾国倾城的
废柴俏王爷的错位爱情， 预计今年
播出。作为新晋金马影后，谈及得奖
后的改变时， 马思纯说：“其实生活
和工作都没有什么改变， 拿到奖之
前在拍这部戏， 拿到奖之后还是在
拍这部戏。唯一的改变就是感谢，感
谢（自己）能得到这些。”

■记者 袁欣

《将军在上》将杀青
姜昆、冯巩、牛群……
春晚“笑星团”笑翻浏阳

爱乐者注意了
两场讲座，教你“知音”

国家队教练组先天抵
达长沙后，16日上午， 没有
亚冠任务的国家队球员蒿
俊闵、王大雷、王永珀、于大
宝、张稀哲、任航等人陆续
抵达长沙，在经过短暂的休
整后，国脚们在下午前往贺
龙体育中心附场进行了适
应性训练，备战世预赛亚洲
区12强赛。据贺龙体育中心
内部工作人员透露，国家队
上下都对附场的训练条件
表示了满意。

■记者 叶竹

在韩国男足新一期大名单
公布后， 韩国足协也宣布了此
次世预赛第二阶段的目标：“完
成第九次连续进军世界杯的任
务”；韩国国家队主帅施蒂利克
更是表示， 希望在末轮远征塔
什干之前提前拿到2018俄罗斯
世界杯的晋级名额。 据韩国足
协的消息， 韩国男足将于19日
晚从仁川乘机飞赴长沙， 备战
23日晚与中国队的比赛。

由于本次中韩之战是目前
为止长沙举办的最高规格的国
际体育赛事，备受球迷关注，湖
南省体育局已于16日发布了
《关于文明观看中韩足球赛的
倡议书》，倡议球迷朋友创造良
好的观赛环境，文明观赛，理智
对待输赢，不展示侮辱性标语、
条幅等。对此，长沙湘军球迷会
会长李忠表示：“我们已经看到
了这份倡议书， 并将组织协会
广大球迷认真学习， 做到文明
观赛， 为长沙球迷树立良好的
形象。”

省体育局倡议球迷
文明观赛

本报3月16日讯《明星
大侦探》上周播出的《恐怖童
谣》上集引发网友热议，本周
五芒果TV将播出《恐怖童
谣》下集，这也是两季以来首
个连贯案件， 而本周新晋玩
家薛之谦也忍不住自黑“智
商跟不上”。

本周新玩家薛之谦将化
身猎人加入探案， 他在节目
中毫不掩饰其段子手本色，
与撒贝宁上演了一出出爆笑
戏码。 先是薛之谦在床底下
故弄玄虚吓坏老司机撒贝
宁， 再有撒贝宁调侃薛之谦
为“丑八怪”，还称薛之谦“这

种玩法坚持不了半小时！”之
后， 薛之谦还上演小拳拳锤
胸口的戏码， 对着撒贝宁贴
面撒娇， 让一向在理性与笑
星中无缝切换的撒贝宁也招
架不住。

薛之谦为节目带来诸多
笑料， 但首次参与就面临着
高能的连贯案件， 薛之谦也
自曝：“很困， 我觉得自己智
商跟不上！”但同时还忍不住
吐槽好友， 笑称大张伟的智
商不如他， 曾一起拍戏的
TFBOYS也被他调侃：“他们
比我还笨！”

■记者 袁欣

《恐怖童谣》下集周五播出

薛之谦自黑智商低

蒿俊闵
任航给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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