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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中央电视台大
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举
行开播仪式。张国立作为节目
001 号讲解员，秦海璐作为国宝
守护人代表参加了开播仪式。

《国家宝藏》是中央电视台 2017
年重点项目，节目整合全国顶级
文博资源，携手故宫博物院、上
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
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
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
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九家国
家级重点博物馆，融合了演播室
综艺、纪录片、戏剧等多种艺术

形态，开创了“纪录式综艺语
态”，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转化，让“文物活起来”。

九大博物馆亮“国宝”

《国家宝藏》是一档大型文
博探索类节目，整合了全国顶级
文博资源。这是中央电视台随着

《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节
目热播开创“央视文化节目元
年”之后的又一次发力。

曾担任央视《开门大吉》制
片人、连续四届的央视春晚总撰
稿、总设计、“2016杭州G20峰会
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的文学
总撰稿于蕾此次担任《国家宝
藏》的节目制作人、总导演，带领
央视金牌制作团队历时两年精
心打造。

作为 2017 年央视重点项目，
《国家宝藏》不仅聚集台内的优
秀资源，还组建了强大的幕后专
家学者智囊团，为节目注入强大
力量。著名学者冯骥才、中央美
院院长范迪安、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阎晶明、中国国家话剧院常
务副院长王晓鹰等都为该档节
目，保驾护航。此外，节目还邀请

王凯、刘涛、易烊千玺、李晨、段
奕宏、雷佳音等多名知名艺人和
许多与文物有着深厚情缘的普
通人担任“国宝守护人”，将出现
在每期节目中。

张国立无法拒绝加盟

此次加盟《国家宝藏》，张国
立称“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邀
请”，并自曝了与节目制作团队
的渊源：“早在 2014 年初，我第一
次主持央视马年春晚的时候，

《国家宝藏》制片人于蕾就是当
时的总撰稿、总体设计。”张国立
笑言，早就知道于蕾在筹备这档
节目，但是对方一直没有找他，
直到节目快要开始录制前才给
他发了个微信，“弱弱的问一句，
有一档关于文物的节目有可能
请你来做 001 号讲解员吗？”张
国立立即回复：“有！不过唯恐自
己能力不够”。

话虽如此，张国立却推掉了
其他的节目一心驻扎在《国家宝
藏》中，他屡次强调这档节目无
法拒绝，理由有三：“第一节目要
让文物活起来，第二文物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第三

节目的宗旨是让年轻人走进博
物馆。”

张国立还在开播仪式上爆
了好友王刚的料：“王刚守护的
是曾侯乙编钟，在节目拍摄现场
王刚跟我说，他第一眼看到曾侯
乙编钟时大气都不敢喘，恭敬鞠
了个躬，然后脱了鞋几乎是爬进
去的。我们每个人在国宝面前，
都有着发自内心的尊敬。”

秦海璐称国宝才是经典款

秦海璐对自己国宝守护人
的身份表示非常激动，并透露
自己守护的国宝是南京博物院
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秦海
璐直言在加盟《国家宝藏》前自
己对这件文物一点都不了解，
于是特意去查了相关资料，了
解到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在明代
初年至清代前期，是南京最具特
色的标志性建筑物，是世界建筑
史上的奇迹。我们经常能在美剧
里，比如《生活大爆炸》，主人公
点的外卖中式快餐盒上看到这
座宝塔。她认为，能够担任《国家
宝藏》的“守护人”是一份荣誉，

“你可以去亲身体验前世与今
生，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事情。”
秦海璐认为当代人更要珍惜文
化、守护文化，“我们的历史文
化、国宝数不胜数，把文化一直
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现代人
应该做的职责。”

秦海璐还现场喊话年轻人：
“大家了解什么时尚单品，流行
单品，这都只是流行一时，《国家
宝藏》介绍的历史文物才是最永
久的经典款。”那英作为《国家宝
藏》主题曲《一眼千年》的演唱
者，在开播仪式上也惊喜连线，
表示能为《国家宝藏》演唱主题
曲是令自己特别荣幸的事情。

据悉，《国家宝藏》最终定档
12月3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
道首播。 本报综合

央视《国家宝藏》将播

这档节目主角全是国宝 近日，汪峰和章子怡帮助
某节目的一位女编导的未婚夫
策划惊喜求婚，并喜获成功，随
后章子怡和汪峰在微博向她表
示祝福。

湖南卫视某节目编导是汪
峰的跟拍导演，为了帮助编导
的未婚夫求婚成功，汪峰夫妇
策划了一场求婚，并全程为二
人现场直播，汪峰也表示，被求
婚的女编导“铁哥”——— 这位幸
福的女孩子，是他参加节目组
里的跟拍导演。“这几个月我最
清楚她的辛苦，也佩服90后的
她的坚韧和执着：恭喜你，这是
你应得的幸福。也恭喜未婚夫，
能在箱子里藏 3 小时的男人，
这位好姑娘跟定你了！为你们
开心，为你们感动！”章子怡也
祝福：“恭喜两位新人，真美
好！”不少网友也表示：“汪峰子
怡堪称金牌月老！” 王文

汪峰章子怡
成金牌月老

杨幂出道以来，整容传闻
不断，近日刘恺威上节目时，曾
被问到这个话题。他回复称杨
幂的确和出道的时候看起来很
不一样，但每个人看自己十年
前的照片，也会发现有很大的
分别。刘恺威还表示：“我跟小
幂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我
们很喜欢互黑”。

节目中，主持人华少问“杨
幂在家中的地位，用‘女王、公
主、管家、保姆’哪个词形容最
恰当？”刘恺威回答到“现在像
保姆吧”，随即又不好意思地补
充道是小糯米的保姆。除此之
外，刘恺威还透露在自己眼中，
杨幂什么都好就是太忙。被问
及是否认为夫妻之间需要经济
独立，刘恺威表示无所谓，并爆
料称家里的钱自己管的多，“我
比较会投资”。 周凯

杨幂被曝
在家就像保姆

演技竞演类励志综艺《演
员的诞生》自开播以来便热度
不减，每一期的竞演演员都备
受瞩目。在最新一期的节目
中，90后演员蓝盈莹挑战了顾
长卫执导的经典电影《最爱》
中的商琴琴，催泪上演了一段
令人动容的虐心挚爱。

在节目中，演员蓝盈莹饰
演身染绝症的新婚妻子商琴
琴，将导师章子怡的经典作品

《最爱》带上舞台。整段表演
中，蓝盈莹对角色的把控细腻
真挚，不仅获得导师们的一致
好评，更是被章子怡力赞：“她
的表演从容淡定，但又极具激
情与爆发力，我很喜欢”。节目
播出后，蓝盈莹在微博上更是
坦言自己很幸运能够遇见这
个作品，并且向对手和节目组
表达了感谢。随后电影《最爱》
的导演顾长卫转发了此条微
博并附言“最爱”，用简洁明了
深刻有力的两个字肯定了蓝
盈莹的演技，而且两人此前刚
刚结束电影《飞火流星》的合
作，这次在节目中又再次演绎
顾导的作品，可谓缘分不浅。

刘琪

蓝盈莹演《最爱》
获顾长卫肯定

隔记者 张金菊

已经唱了三十多年的歌，蔡
国庆如今仍活跃在娱乐圈，甚至
在时下流行的真人秀节目中也是
如鱼得水。

在湖南卫视公益音乐节目
《让世界听见》中，蔡国庆变身老
师，担任起留守儿童的音乐老师，
成立“大白蔡合唱团”。他在节目
中所表现的爱心，与孩子们的亲
密互动，也让观众认识了蔡国庆
的另一面。近日，蔡国庆接受采
访，再次审视自己的这一段经历。

选合唱团成员有“私心”

《让世界听见》中，蔡国庆作
为音乐老师到湖南的大山里支
教，这对蔡国庆来说也是第一次。
几期节目下来，观众发现蔡国庆
的合唱团中有几个特别皮的孩
子，尤其以那位翟光明为首。

虽然这些孩子吵吵闹闹，但
还是有出彩的地方，在节目中更
是频出金句。选拔合唱团成员的
时候，蔡国庆也有自己小小的“私
心”，他说：“我不仅仅是从这个音

准音色上来选的，更多的是从情
感的角度来选的，所以选进去的
一些孩子啊，真的是非常的纯朴，
哪怕调皮，但他们也是金句频
出。”有的孩子个性很张扬，敢于
表达，对蔡国庆说“不”，但这反而
更吸引蔡国庆。“像翟光明、周琳
这几个小朋友，他们生活的家庭
背景不一样，又都是留守儿童，但
是他们仍然有顽强和乐观的态
度，这一点让我非常的感动。”

但随着和孩子们越来越熟，
纪律和规则有时对孩子并不管
用。蔡国庆说：“最近我是以一种
军人的姿态来训练他们了，而且
我也跟他们着急发火了。”

尤其是随着作品难度增加，
蔡国庆自己也非常希望能帮助孩
子提高演唱水准，不过他也反思：

“不能怪孩子，还是我选作品的难
度加得太狠了点儿。”

像疼儿子一样爱留守儿童

在蔡国庆担任音乐老师的音
乐教室，绝大部分学生都是留守
儿童，而这档节目的初衷也是让
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关爱。蔡国

庆说：“一首歌开一扇窗，更重要
的是让我们找回真正精神的价值
和心灵的温暖。的确，这些家庭需
要在物质上得到提升，父母只有
割舍掉对自己儿女的爱，外出打
工。但是这回我们演出之后，有一
个事情让我当时泪流满面。有一
个同学叫张俊峰，看到儿子在
合唱团能够唱歌，而且唱得让
妈妈那么高兴那么开心，他妈
妈当时就说，儿子，我不再出去
打工了，我要陪着你上小学上
初中上高中。”

蔡国庆说，他本身就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人。“我始终愿意做一
个本性善良的人，永远要心中充
满着一种对生命、对社会、对所有
人的爱，还是要做善良的人。孩子
们对我的爱，让我就像疼爱庆庆
那样，就像疼爱自己的儿女那样，
去疼爱他们，关心他们。”

希望让音乐教室继续下去

随着节目播出，孩子们合唱
团任务也临近结束，而这也意味
着蔡国庆将与孩子们分别。“我内
心对这些孩子会非常难舍，如果

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找别的乡村
支教老师继续到音乐教室去，让
他们感受到音乐的美好和快乐。”

蔡国庆给合唱团取名“大白
蔡合唱团”，他希望让孩子们在那
样暂时还没脱贫的山区，仍然知
道生命的快乐和美好，在精神上
是顽强的。“三十个孩子就是洒
在大山中的三十粒种子，他们一
定会发芽的。不敢说他们有一天
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让
他们这三十粒种子，能够去唤醒
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种爱的传
承吧。”蔡国庆说，这档节目是他
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也是他艺
术生涯当中非常值得骄傲的一
次经历。

秦秦海海璐璐

蔡蔡国国庆庆

蔡蔡国国庆庆：：留留守守儿儿童童的的顽顽强强与与乐乐观观打打动动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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