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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派对”48进24强复

选赛日前在长沙靖港八元堂正

式开始， 成功晋级的选手固然

值得关注， 不幸被淘汰的24人

中也不乏引人瞩目的焦点。第

二组参赛选手中年龄仅7岁的

小毛谦和已过花甲的61岁的雷

修德就是两个吸引了观众和评

委眼球的选手。

小毛谦：身穿红肚兜可爱亮相

今年7岁的小毛谦成长于

一个艺术家庭，他3岁就登台，6

岁开始学习扬琴， 在父亲的严

厉督导下学习扬琴仅仅一年时

间就从"乐府派对"�3000多名

报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在24强晋级赛中小毛谦演

奏的曲子是《黄河》，在表演后评

委认为小毛谦演奏曲子的后半

段缺少曲子应有的雄浑的气势

未能成功晋级。

雷爷爷：年逾花甲风采依旧

现年61岁的雷修德，自48岁

开始学习芦笙。他觉得之所以较

同龄人显得年轻主要是因为长

期吹奏芦笙让他中气十足。

除了芦笙外雷爷爷还擅长

葫芦丝和二胡， 对西洋乐器中

的小提琴和手风琴也有一定的

接触。对于此次比赛的失利，他

表示不是很在意， 因为他参加

这次比赛的主要目的是享受音

乐、 享受这一个比赛的过程。

■实习生 龚华坤

历时一个月的“2010长沙豪布

斯卡‘阅饼式’”十佳口碑月饼网络

票选结果日前火热出炉。 根据超过

万名网友的投票，本报《新壹周》评

选出网友们最喜爱的“十佳口碑月

饼”，这十个成功“突围”的月饼品牌

分别是罗莎、九如斋、双桥、元祖、马

里奥、长沙豪布斯卡酒店、运达喜来

登大酒店、皇冠假日酒店、通程国际

大酒店以及芙蓉国豪廷大酒店。

此次网络票选出的这十佳月饼

品牌，将参与8月28日《新壹周》在长

沙豪布斯卡酒店举办的“2010长沙

豪布斯卡‘阅饼式’”现场品鉴会，并

提供几十种口味各异的特色月饼供

大家品尝，让你大饱口福。

本次“阅饼式”品鉴会现场，本土

专业舞台魔术表演大师小剑将在现

场大变月饼，表演一场神秘奇幻的魔

术；2009届快乐女生30强陶银利，携

吉他自弹自唱带来她的原创歌曲；还

有来自长沙飚舞salsa俱乐部的舞林

高手飚飚老师带来的时尚性感SAL-

SA舞等等。 ■记者 田倢宇

在《脱颖而出》复选赛20进12的

比赛中， 海选阶段表现一般的秦紫

薇，动感的舞蹈和自信的微笑成为她

的“杀手锏”，直接“秒杀”现场观众和

评委，成为第一个获得晋级的选手。

“ING”组合在由《脱颖而出》全

国20强组成的4个不同的组合中算

是最年轻的一个组合， 充满了青春

活力，同样也充满了竞争。除了秦紫

薇，“ING” 组合中还有模仿“小沈

阳”的非著名笑星杜帅，江南才子赵

宏伟，导游兼主持人的沈雯雯，更有

在海选中直接拿到PASS卡的12岁

女孩许秀君 。 在表演节目环节 ，

“ING”组合带来的小品中，五位选

手来到了一场大型选秀活动的决赛

现场，为了争夺冠军，五个人都是使

出了浑身解数。

“经综合评议，秦紫薇直接晋级

12强，其余四位选手待定。”看完他

们的表演， 评委红胖子为大家公布

了第一轮比赛的结果，“我觉得秦紫

薇今天完全放开了，表现非常好，比

海选的时候表现有很大进步。”

■记者 曾永红

实习生 李菲 龚紫翎

一个48岁才学 一个3岁就登台

这一老一小不简单

网友最喜欢的

十佳口碑月饼公布

828，魔术师现场变月饼！

用微笑“秒杀”观众和评委

秦紫薇第一个“脱颖而出”

《盗梦空间》 9月1日

《一只狗的大学时光》 9月3日

《初恋红豆冰》 9月9日

《魔法师的学徒》 9月9日

《山楂树之恋》 9月16日

《精武风云》 9月21日

《剑雨》 9月28日

金九银十被商业人士认为是一年最为关键的营销节点。9月

即将来临，娱乐圈里的各种角色也蠢蠢欲动，欲来分蛋糕，这其

中又以蓬勃发展的电影圈最盛。9月份， 你不得不关注的电影有

好莱坞大片《盗梦空间》和张艺谋出品的《山楂树之恋》，而本土

电影则有《娜娜的玫瑰战争》，此外，9月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我

们也将为您推荐一把。还为您送上白岩松新书，让您趁着秋高气

爽也可以读读书，静静心。

大片是王道

如果你以为暑期档电影热

战进入尾声，准备在即将到来的

9月“休养生息”以待国庆假期，

那就大错特错了！秋高气爽的九

月，一场东西方电影的大片较量

即将打响：被评为近年来最伟大

科幻片的《盗梦空间》率先出战，

提前至9月1日全国上映； 而张艺

谋新片《山楂树之恋》9月16日上

映演绎清纯唯美爱恋。 这两部大

片，一刚一柔，都是大制作，都有

大关注，目前两片的票房PK也成

为一大关注点。

此外，《魔法师的学徒》、《初

恋红豆冰》 将于9月9日同天和影

迷见面， 渴望于大片夹击之中收

获你的青睐。已于8月26日公映的

《娜娜的玫瑰战争》由谢娜制片并

主演、 韩国人气偶像李承铉等众

星加盟， 影片以一位惨遭男友抛

弃的大龄剩女“丁娜”为主线，却

出其意外遭遇宝马男后的种种搞

笑和温情故事，也欲在9月电影市

场分一杯羹。

结束婚姻题材， 央视一套综

合频道8月29日将推出抗战题材

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

消逝的电波》改编自同名电影，新

版《电波》依旧以我党地下党员李

侠在上海展开电台情报工作为主

线， 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进行

了一系列的“潜伏”，与敌人进行

了殊死斗争。

9月电视剧场， 湖南卫视依

然高举“偶像牌”，高龄版偶像剧

《泡沫之夏》踩着八月的尾巴登录

“芒果”台，它能否在9月份的电视

剧市场站住脚跟，值得关注。

此外，清凉九月甜蜜爱情。电

视版《杜拉拉升职记》将在广西卫

视、黑龙江卫视、东南卫视进行二

轮播出， 错过了首轮播出或是漏

掉剧情的观众可别再与它擦肩而

过了。

2000年，白岩松首次出书《痛

并快乐着》，一经面市便引起了巨

大的社会反响，热销67万册，成为

当年的大众文化标本之一。 时隔

十年， 年届不惑的白岩松开始叩

问“幸福”，将于9月再出新书《幸

福了吗》。

在这部长达30万字的随笔集

中， 白岩松不遗余力地记载了近

十年来他所亲历的大事小情，以

此表达时代与个人际遇的变迁。

比如，自称“一个不顺从的群众”

的白岩松，在近10年的时间里，拥

有和几任领导吵架的记录？ 对如

今职场上流行的“和谐”氛围极不

认同，“大家都开始做人了，可是，

谁来做事呢？”

《幸福了吗》是步入不惑之年

的白岩松交给自己的一份答卷，也

是一名资深新闻人对新千年第一

个10年的回顾。 本报特联合长江

文艺出版社免费送出5本新书，登

录华声娱乐首页ent.voc�.com�.cn

或者移动用户可以编辑“BYS+联

系方式” 发送至1065800078462

即可参与抢书。 ■记者 吴名慧

白岩松时隔十年问你《幸福了吗》

文章、马伊琍这对夫妻档日前首度合拍写真，二人简单

打扮，举止默契而亲密。

热播的《婚姻保卫战》中，马伊琍扮演的李梅和丈夫经常

吵架，生活中马伊琍和文章也会吵架吗？马伊琍表示：“我和

他吵架，有时吵着吵着，双方都会觉得像在演戏，像在念台

词，然后就不知不觉笑场了，也就没什么可吵的了。基本上文

章都会跟我道歉，体现了一个男人的大度。”大赞老公文章的

体贴大气。

我们吵着吵着

就笑场了

9月电影东西对决

最伟大的科幻PK最纯美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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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部分上映电影（以具体上映时间为准）

宫颈疾病最爱大龄女性

调查显示，约有 70％的女性曾患

有妇科疾病， 其中宫颈疾病发病率

最高，尤其“钟情”于惹人羡慕的白

领女性。 长沙安贞医院赵主任指出，

她们由于工作、人际、家庭等多方面

的压力，可引发内分泌失调。 另外，

久坐不动盆腔容易充血， 导致宫颈

的血液循环不畅通， 而且长时间坐

着阴部透气不好，较易发生感染。 更

重要的是， 平常白领们大都忙于工

作， 对于潜在的健康隐患较为麻痹，

往往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赵主任尤

其提醒，定期体检很重要，只有预先

发现，及时治疗，才能保证健康。

宫颈小问题，不治大麻烦

长沙安贞妇产医院赵主任介绍，

宫颈疾病是女性常见病、 多发病，宫

颈炎有急性和慢性两种，以慢性宫颈

炎多见，常表现为宫颈糜烂。 子宫颈

是阻止病原微生物进入子宫、输卵管

以及卵巢的一道重要防线，宫颈健康

不仅关系个人身体，更与夫妻生活质

量、孕育后代有着莫大的关系。

赵主任解释说，宫颈糜烂因为没

有疼痛感是典型症状， 所以常被忽

视， 误以为宫颈糜烂是可治可不治

的，简单的自行购买洗液随便清洗来

应付。 无数临床案例表明，宫颈糜烂

延误治疗，极易引起并发症如子宫内

膜炎、盆腔炎等，甚至导致不孕症、宫

颈恶变等。 需要引起女性警惕的是，

宫颈糜烂患者发生宫颈癌的风险高

出健康女性 5-10倍。

无创生态技术治宫颈疾病最好

长沙安贞妇产医院 98%的妇科

手术都采用了微创技术，尤其是无痛

人流、宫颈疾病、子宫肌瘤、宫外孕、

输卵管微创疏通等。 2010 年在国际

生殖健康促进会的指导下， 建成了

“妇女病无创生态治疗中心”， 引进、

开展的 BBT 自凝刀和第 II 代 SPA

无创消融术，是美国最新治疗宫颈糜

烂的高科技微创技术，经由人体自然

通道精确定位病变部位，自动调节射

频与消融范围， 使糜烂组织脱水、凝

固、消失，恢复宫颈正常状态，尤其适

合未婚女性和有生育要求的患者。

相亲节目火爆，剩女妇科病引媒体关注

近期，真人秀相亲节目火爆荧屏，关于剩女健康也引起了媒体关注。湖南教育电视台《焘焘不绝》栏目特别策划《剩女，请注意！》，针对职

场剩女的健康状况进行讨论，并邀请长沙安贞妇产医院妇科赵峥嵘医生作为顾问专家，现场健康指导，当期节目得到了火爆的收视表现。

医院招聘

职位：企划文案、编辑 2名

要求：新闻或中文专业，文笔好思

维活跃， 待遇面谈。 联系：0731-

82921665 41168150@qq.com

红色剧、偶像剧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