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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档文化节目《经典
咏流传》和诗以歌演绎经典名
篇，广受好评。文以载道，歌以咏
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空对月”“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
多”……文学名篇在音乐中重获
新生。其实，除了《经典咏流传》
外，还有不少歌曲的歌词源于古
诗词，不少观众认为，在歌唱中
学诗词、背诗词，或是经典最合
适的传承方式之一。

《苔》刷爆朋友圈

《明日歌》成新年“神曲”

在人们的常规印象里，古诗
词要搭配古风古韵，但在《经典
咏流传》里，古诗词和部分近代
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汪明
荃、罗家英、王俊凯、谭维维、王
力宏、尚雯婕、凤凰传奇等歌手，
加上机器人、饶舌、吉他、钢琴等
新“搭档”，让观众耳目一新。无
论是山区教师演唱的《苔》、还是

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将诗词
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更多观众
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无与伦比
的魅力。作家梁晓声评价：“我也
想到过古典诗词的现代传唱，不
过配乐更多想到的是古筝，曲调
依然想到的是古调。用如此现代
的唱法和曲调来演绎，而且演绎
得很贴切，是我没有想到的。”

同样易于传唱的，还有王力
宏吉他弹唱的《三字经》，曾为春
晚歌曲《当你老了》谱曲的音乐
人赵照演奏的民谣版《声律启
蒙》等。这几首歌特别适合当做
儿歌，教给小孩子学唱。王力宏
爆料，录《三字经》时，他2岁的女
儿就在旁边，录完整首歌，女儿
已经会自己哼唱了。凤凰传奇则
把李白的《将进酒》唱得豪情万
丈，仿佛与千年之前的诗仙进行
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除了经典诗词的演唱，节目
还深挖诗词背后的内涵，解读诗
词含义，讲述传唱者的故事，阐

释人生价值。鉴赏团成员康震
说，每一首歌和每一首诗的背后
都有一段人生，而每一段人生的
背后承载的是辉煌或失落，但都
与亘古绵延的文化传统相连接，

“这些诗歌跨越千年到达现代，
无论承载的是辉煌还是失落，都
变成无以复加的精神财富和文
化遗产，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自
信和骄傲”。

改编歌曲霸榜音乐平台

亲近传统文化获好评

《经典咏流传》播出后，在各
大音乐平台全线霸榜。三期节目
共播出16首诗词改编的歌曲，其
中12首歌曲进入流行指数榜，9
首歌上榜新歌榜。《亭亭山上松》

《鹊桥仙》《木兰诗》《登鹳雀楼》
等让不少观众“单曲循环”。

不仅播放数据表现亮眼，
《经典咏流传》中的歌曲还唤起
网友内心的诗意、感受到千百年

前诗人的胸中丘壑。观众给《经
典咏流传》打分超过9分，超过
60%的观众送上五星好评。有观
众力挺节目演绎经典的方式很
新颖，“看了一小段《苔》，非常感
动，下午一连看了两期，用掉半
包纸巾……《枉凝眉》的音乐一
出来我就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用新的、年轻人更易接受的方式
去传承经典、传承文化是必要
的，也是必须的。”“节目中用现
代人的情感咏唱出古代人诗词
的魅力，给予了经典诗词一件件
更为多彩的衣裳。特别是支教老
师带着山里的孩子唱的那首

《苔》，以小见大，以古咏今。这是
一个值得在春节假期间和父母
一起守候在电视机前观看的节
目。寓教于乐。”

还有观众感慨，这个节目帮
助家里的学龄孩子更好地亲近
传统文化、学习诗词，甚至更方
便地记住诗词，“春节期间一大
家子聚在一块儿看央视的《经典
咏流传》，传唱者有王俊凯一样
的歌星、有老艺术家杨洪基、有
谭维维这样的实力唱将、有支教
山区的爱心梁老师、有来自不同
国家的果敢乐队组合……好听
的旋律加上中国风和传统文化
知识，特别适合家里有小孩的，
一起看！” 莫斯其格

《经典咏流传》：把诗唱成流行歌 近日，李晨在接受某媒体
采访时透露将在 2018 年下半
年完成和范冰冰“人生中的大
事”，并表示会在第一时间和影
迷分享这个好消息。

李晨称 2018 年《奔跑吧》
即将开拍，这几乎占去了他上
半年的时间，和范冰冰的好事
则计划在下半年完成。早前范
冰冰在接受采访时也曾透露想
在 18 年生个 baby ，两人恋爱
三年，终于将修成正果。 棕鹤

李晨范冰冰好事将近

《这！就是街舞》
逼疯队长易烊千玺

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
于上周首播，易烊千玺、罗志
祥、韩庚、黄子韬组成的明星队
长阵容，加上街舞这一年轻文
化的吸引力，使得节目在开播
前已刷出不少话题。记者日前
到上海探班节目录制，并采访
了四位队长。如同观众在首期
节目中看到，黄子韬不管在台
上台下都金句不断，承包了大
部分笑点，而最受关注的易烊
千玺在首期中就面临“毛巾数
量不足”的考验，接下来等待他
的还有更加残酷的抉择。

《这！就是街舞》的明星组
合早前被网友说是“四代同
堂”，因为四位队长分别是 70、
80、90、00 后代表，在首期节目
中，四人先是通过登场大秀展
现了自己的舞蹈实力和风格，
选手则自行选择想要“被考核”
的老师。尽管最终要考核的选
手数目不尽相同，但四人手中
象征通过的毛巾则固定只有
25 条，不过他们在选人时要面
临的纠结难度，却不见得因人
数多少而有所区分。

作为节目中年龄最小的队
长，易烊千玺一开始就表示，年
纪是他的优势也是劣势，担心
有选手“第一眼就直接瞧不上

（我）了”。在节目里，选择他作
为考核老师的舞者中，确实一
度有人对他提出质疑。对于自
己不会轻易拒绝别人的“软
肋”，他认为参加节目的舞者都
苦练多年，机会来之不易，真的
不忍心随意淘汰他们。但他自
己也没料到后面会陷入困境，
也难怪早前他在社交网上更新
过一条“难啊，真难”，配图正是
节目中的毛巾。

黄文浩

近日，李易峰在央视《面对
面》节目的访谈中，提到自己从
小就有一个明星梦：“小学写作
文我就写想当一个明星，不知
道以后能不能一直这么红，但
我希望在当下能用自己的个性
影响年轻人。”

自当年的《加油！好男儿》
成名后，李易峰曾有一段沉寂
期。他直言那时还在唱片公司
的他“很迷茫”，也开始着手转
型。2014 年的《古剑奇谭》让他
再度一炮而红，“我内心是很得
意的，但是从小的教育让我学
会收敛”。

当主持人问：“如果以后不
红了，怎么办？”李易峰答道：

“你终究是一个普通的人，除了
工作还有生活，我还是会让自
己的生活更丰富一些吧。”

冬冬

李易峰从小想当明星

《声临其境》收官战

令妃有心机？“皇后”戴春荣终“平反”
2月26日，湖南卫视《声临其

境》年度大秀彩排工作在长沙进
行。在年度秀上，8位“声音大咖”

（节目单期冠军）不但会单独带
来精彩表演，他们还分别邀请了

“助声嘉宾”合作完成几段精彩
配音。其中，“皇阿玛”张铁林将
携手“皇后”戴春荣重温《还珠》
经典；老戏骨王劲松和王源为迪
士尼经典动画片配音；赵立新请
来刘敏涛过戏瘾……26日，节目
彩排之后，部分嘉宾来到后台进
行了媒体群访。

张铁林戴春荣为《还珠》配音

作为《声临其境》节目单期
冠军，“皇阿玛”张铁林在年度
大秀上演之际请来了《还珠格
格》里的“原配皇后”戴春荣助
力，二人将在年度秀上重温
《还珠》经典。但比较意外的
是，他们此次竟是为“尔康”和
“紫薇”配音。在彩排现场，张
铁林边练习边笑称“太肉
麻”，后台接受采访时也直呼
剧中那俩小辈儿的“台词太
酸了”。

近日，《还珠格格》在湖
南卫视重播再掀热潮，许多
网友津津有味收看的同时，

结合诸多剧情发展，竟也
“惊觉”当初最喜欢的
“令妃娘娘”简直太有
“心机”。而当年让人恨得

牙痒痒的“皇后”其实也算是个
耿直之人，一些做法仔细想想也
可以理解。在后台群访时，有记
者就《还珠》热度问戴春荣如何
看待“皇后”风评逆转一事？戴春
荣笑称：“原来我就是这么想的，
但当年没有人这么认可！二十年
了，（皇后角色）终于平反了，我
很高兴。”

“王炸组合”配经典动画片

就2月26日彩排情况来看，几
位“声音大咖”请来的助阵嘉宾
多为资深演员，但王劲松邀请的
却是极为年轻的人气偶像王源。
群访环节，有记者询问王劲松主
动合作王源的原因是什么？王劲
松先是笑称：“我本来想搞突然
袭击，没想到大家都知道（请的
是王源）了。我们“大王”加“小
王”加一起是什么？是‘王炸’组
合！”他另补充道：“我之前和小
源有合作（在某微电影里扮演父
子），觉得这小伙子不错。而且我
认为演员之间应该有传承的，所
以请了他。”

而稍后王源接受采访时，听
闻王劲松将他们的组合称为“王
炸”组合，谦虚表示希望自己的
助阵“不要给王劲松老师减分就
好了”。据王源透露，他们两人将
在大秀上为一部经典动画片做
配音，王源坦言自己也做了充分
准备。

朱亚文宋佳甜蜜表白

演员朱亚文在《声临其境》
中凭借几句酥麻的“宝贝儿”配
音虏获了不少少女心。据他透
露，其实“宝贝儿”这个说法最早
是送给自己女儿的。尽管女性观
众缘不错，但朱亚文也玩笑表示
自己在娱乐圈里的女人缘不怎
么好，所以只能请到自己多年好
友小宋佳与之搭档。玩笑归玩
笑，这两位好友搭档在彩排现场
着实展现出了超强默契，他们选
取了电影《喜欢你》中周冬雨、金
城武一段表白戏做配音。

赵立新此次请来刘敏涛助
阵。谈及邀请刘敏涛原因，赵立
新“表白”道：“因为她是非常好
的演员，我们之前一起合作过，
但我特别的不尽意，希望有更多
的机会在一起表演。我们比较彼
此相知，都会演戏，也很默契，有
这个平台，有这个时机，都应该
让刘敏涛老师在这个时机里出
现，所以我特别感谢她能够接受
我的邀请，和我一起站在《声临
其境》的舞台上。” 本报综合

谭谭维维维维全全新新演演绎绎《《墨墨梅梅》》

山山区区教教师师梁梁俊俊一一首首《《苔苔》》刷刷爆爆社社交交媒媒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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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铁铁林林邀邀请请戴戴春春荣荣搭搭档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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