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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一年一度的“百
花迎春——— 中国文学艺术界
2018 春节大联欢”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主持人阵容星
光熠熠。除了央视著名主持人
张蕾、任鲁豫外，还有演艺明星
于和伟和来自“开心麻花”的马
丽。这种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参与此次演出的明星可谓
济济一堂。既有 97 岁高龄的老
艺术家于蓝以及关牧村、杨洪
基、邓玉华、瞿弦和、张凯丽等
老一辈艺术家，还有黄晓明、杨
颖、王雷、李小萌等如今炙手可
热的当红明星，央视主持人海
霞、康辉、朱军等也纷纷献上各
自的节目。

2017 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得主范冰冰在表演完后特意走
下舞台向于蓝献花，并说“于蓝
老师是我们年轻演员学习的楷
模，衷心祝愿于蓝老师健康长
寿、艺术之树常青！”

而张蕾则携客串主持人、
TFboys 的王源为大家带来了
跨时代的“三句半”《盛世芬
芳》。参演这个节目的田华、王
铁成、雷恪生、李明启最小年龄
七十四，最大的九十岁，四个人
的年龄加在一起不止跨了一个
时代，作品创意独特，是当天晚
会上亮点之作。 秦芬

于和伟马丽
主持文艺界春晚

每年春节都与全球华人
如期见面的湖南卫视“文化中
国·四海同春”2018全球华侨华
人春节大联欢，依然会在大年
初一19:30跟观众相约。

今年的华人春晚以“家有
喜事 开门见喜”为主题，将在
年初一的晚上呈现给观众一
台热闹喜庆的新春盛典。每年
的晚会总少不了难忘的首秀
合作，今年也不例外。其中最
让人期待的就是《小戏骨白蛇
传》中扮演白娘子的陶奕希和
扮演小许仙的周芷莹与92版

《新白娘子传奇》中白娘子和
许仙的扮演者赵雅芝和叶童
的同台首秀。

《小戏骨》一经推出就得
到了全社会的热烈反响，剧中
用小演员“演经典、学经典，演
偶像、学偶像”巧妙地用“00后”
小戏骨挑大梁，靠着颜值和用
心的演技征服了大多数成年
人。本次华人春晚则邀请到了

《小戏骨白蛇传》中用堪称“整
容级演技”和“逆天颜值”吸粉
无数的“小白娘子”陶奕希和

“小许仙”周芷莹。据了解，晚会
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两位小
戏骨和老戏骨赵雅芝、叶童创
意同台。据悉，该节目将以音
乐情景秀《相爱穿梭千年》的
创意形式进行颠覆性地演绎。

志明

赵雅芝叶童
与小戏骨同台

高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亮相央视

自带表情包的国宝火成网红

《小城故事》
李健展学识

浙江卫视打造的国内首
档全专家团人文类文化探索
专题节目《小城故事》即将播
出。“小城推介人”李健携手五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高知学
者”纪连海、陈果、史军、屈峰、
郑永春组成“智囊团”走进国
内各具特色的小城，开启一场
以“寻宝”为主题的探索之旅。

《小城故事》将通过“寓教于
乐”的方式为观众缓缓揭开小
城文化神秘面纱，领略中华小
城历史文化的风韵。

由“小城推介人”李健与
众学者组成的《小城故事》“智
囊团”，称得上“上知天文，下
知地理，中晓人和”，其间还不
乏文艺担当。他们用自己独有
的视角来探索小城，寻觅小城
文化秘境，与当地居民探讨小
城的文化与历史，一路边走边
讲化身“行走的百科全书”，可
谓是“他们所到之处皆有知识
点。”首期节目中《小城故事》
来到云南畹町，在首期节目
中，李健“诗兴大发”，观景做
诗。众学者则热衷于普及知
识，“火星叔叔”郑永春孜孜不
倦为众人分享天文学知识，从

“瀑布的形成”谈到“一星期为
什么会有七天”；历史学家纪
连海在游历过程中，畅谈小城
历史与今朝；“舌尖上的植物
学家”史军除去输出植物学知
识外，分外专注于小城“吃”文
化的普及。 小宗

“看完《声临其境》第三期，
真的被节目圈粉，到处安利别人
看节目！”上周节目中出现的全

“男神”的“绅士之声”酥炸全场，
引发网络热议。而当观众还沉浸
在上期“宝贝儿一出谁与争锋

“时，本周六（ 1 月 27 日）晚十
点，《声临其境》第四期节目“迷
人女声”即将迎来首个全“女神”
阵容：霸气高贵的徐帆、活泼可
爱的韩雪、温婉如玉的贾静雯和
率真大方的马思纯，“声咖女团”
翩然而至，她们专业的配音功底
和动情的演技实力比起“绅士男
团”完全不落下风！究竟“女神”
们将会带来怎样反差巨大的声

音秀呢？令人期待！

马思纯韩雪

演绎百变女神

在本期节目中韩雪俏皮活
泼化身为“粉红猪小妹”，常常
用萌萌哒的“娃娃音”跟大家交
流，还故意说自己是“棚虫”混淆
视听，韩雪毫无女神包袱，在配
音动画片《海绵宝宝》在“海绵宝
宝”和“海绵宝宝”妈妈两个角色
之间无缝切换一展深厚功底，此
次新加盟新声班的沈梦辰得知
后大为感慨：“what？！我真的以
为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原声。”

除了韩雪的百变之外，新生
代小花马思纯也在节目中献上
精彩声秀，在节目中变身为“大
白鹅”，配音之前紧张到不停喝
水的她，令人惊讶的是一站上配
音台马思纯就像变了个人，用她
细腻独特的声音精分成“三重人
格”配音《你好，疯子！》里的万茜
一角，她的倾情演绎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完美诠释颜值与实
力并重。

贾静雯撒娇撩人

徐帆霸气可爱

不仅韩雪逗比搞怪，马思纯
率直认真，实力派演员贾静雯更
是以“声”展现其撒娇功力，配音

《撒娇女人最好命》中“吃兔兔”
的经典桥段，将“小姑娘”这个称
号贯穿到底，她酥软的声线再加
上其独特甜腻的台湾腔，令现场

的观众表示：“心都化了。”
同样走反差路线的还有在

演艺圈资历颇深的徐帆，她在节
目中是真真的“姐”，霸气配音

《康熙王朝》中的孝庄太后，她稳
重高贵的声音中霸气满分，一句

“天大的事情有我孝庄来顶着！”
更是将她的表演推向了高潮！连
主持人王凯都不禁赞叹：“底气
十足！丹田给力！”

在最后的“声音大秀”中，
徐帆、韩雪、贾静雯和马思纯共
同上演了风情万种的《金陵十三
钗》，在她们的呢喃软语间，蕴含
的是刚柔并济的台词功底和细
致入微的演技表达。

本报综合

《声临其境》：

徐帆率队叫板赵立新朱亚文

继《国家宝藏》之后，央
视最近又有一档文化类纪
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火
了。这档节目每集介绍一件
历史文物，每天用5分钟为观
众上一堂历史课，目前豆瓣
评分高达9 . 4分。节目中文物
呈现出“萌萌哒”的一面，加
上“流泪”等特效，仿佛“活”
了……从早年的《鉴宝》《我
在故宫修文物》，到如今的

《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
话》，文博类节目正悄然变
得接地气，吸引了众多年轻
人的关注。

绞尽脑汁只为介绍国宝

两年前，《如果国宝会说话》
项目由中宣部、国家文物局、央
视联合启动。《如果国宝会说话》
共分四季共100集：第一季从新
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第二季从
秦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三季
为唐五代宋辽金夏，第四季为元
明清。目前播出的是第一季，其
余三季预计将于今年内与观众
见面。同《国家宝藏》一样，全国
各地的博物馆都为这档节目拿
出了镇馆之宝，仅故宫博物院就
选送了凌家滩玉器、清明上河
图、千里江山图、宋代孩儿枕等
重要文物。

这档纪录片对文物的介绍
并没有浮于表面，不仅有辅助文
物陪衬，也有早期中华文化发源
的相关介绍。比如，第五集《寻龙
玦》主要介绍了红山玉龙，也讲
解了红山文化，辅助文物有玉猪
龙、玉鬼、玉鸟等藏品；第十集

《国之重器》，主要文物是后母戊
鼎，而辅助文物则有大禾方鼎、
神人兽面形玉器、人面铜钺、商
四羊方尊。

《如果国宝会说话》短小精
悍，每集时长5分钟，总导演徐欢
说：“我们没法展开，但力求选择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对文明进程
具有推进或改变作用的文物，在
中华文明形成与传扬中具有重
要价值的文物，以及能反映生产
力水平、人民创造、时代精神、文

化传统的文物。”
据悉，片中每件文物的介绍

都采用流行技术辅助制作。以
“何尊”为例，由于其深埋于地下
3000年，外部已被严重锈蚀，底
部的铭文已经氧化黯淡，为了让
观众更清晰地看到文物的细节，
分集导演孙戈霆在摄制中采用
了3D扫描技术和全息传存拓技
术。据悉，这也是该技术第一次
运用于纪录片拍摄。

国宝都有了表情包

“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
言，请查收！”随后“滴”的一声铃
音———《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开
场被观众大赞：“这么萌，真的是
央视的节目吗？”

片中介绍的第一件国宝“人
头壶”，继续提升了讨论热度，因
为这件文物长得太萌了。作为盛
水器，这件文物最吸引人的地
方，是6000多年前的工匠对其面
部神情的刻画：噘起嘴角、抬起
头颅、鼓起脸蛋，就像一个小孩
子。不少网友还自发为它制作了
专属表情包。

还有一件萌物
叫陶鹰鼎，它是仰韶
文化中唯一一件以
鸟类为造型的陶器。
引起观众注意的不
仅是公仔玩偶一般
的造型，还有自带萌
感的官方解说：“这
是一只有着胖胖腿

的鹰。”“它有一种很现代的气
质，用当下的话说，就是萌萌哒、
肌肉萌。”这些语言乐坏了网友，
纷纷大呼：“如果这个纪录片早
点出来，我的历史会满分。”现在
陶鹰鼎成了网红，而“肌肉萌”也
成为热词。总导演徐欢坦言：“这
些新的尝试，既是团队吸引年轻
观众的一种尝试，也源于不同文
物的定位与细节。”

据悉，20多位分集导演，大
多数是“70后”、“80后”，保证了

《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创新能力。
同时，这档节目的学术顾问都是

“70后”，也为观众认识文物提供
了更年轻的视角。徐欢透露，自
己最近在研究网友们的弹幕评
论，可能会影响节目未来的制
播。《如果国宝会说话》有过一次
针对小学生的试播，孩子们的反
馈也给了徐欢启发：“比如关于
陶鹰鼎，有个小孩问：‘古人都特
别正经，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不正
经的东西？’这个提问很好玩，说
明小孩看出了文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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