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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置业杯" !"#$年第二届中国南方#海口$

合唱艺术周昨晚开幕后%今天下午和晚上先

后举行了两场比赛% 共有 !$个合唱团上台
竞艺&

今晚%有着 $%年历史'多次获奖和出国

演出的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 派出二团参
赛%为观众献上海南黎族民歌(斗牛调)'新
疆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和传统民歌(一道
道水来一道道山)&首歌曲&

中国南方 #海口$ 合唱艺术周创办于
!""'年%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是第二次在
海口举办& 本届合唱节目前报名的团队有
($支队伍近 &"""人% 来自全国各地 $(个
省'市'自治区%包括新疆'内蒙古'贵州等边
远的少数民族地区& 艺术周设置老年组'成
人组和少儿组%分为混声合唱'男声合唱'女
声合唱'童声合唱等多个类别%形式多样%曲
目丰富&

海南省合唱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南
本土的合唱艺术团体报名十分踊跃%阵容也
非常强大%很具代表性%经过一段时间的选
拔%将有 $$个团队在艺术周期间演出%除了
爱乐女子合唱团%还有海口市二十五小合唱
团首次参加少儿组比赛&

(日晚%组委会还组织合唱团走进海南
大学%举办合唱展演'合唱交流等丰富多彩
的合唱系列活动& %日%优秀合唱队伍还将
前往琼山区红旗镇本立村交流演出&

本次合唱艺术周活动由海口市政府'中
国合唱协会和海南省文联主办% 海口市文
体局'海南省合唱协会承办%海南华人国际
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南国都市报等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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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连杰'周迅'陈坤'桂纶镁'范晓萱'

樊少皇等主演的武侠立体电影(龙门飞甲)

将于 $!月中旬上映& (日在京举行的发布
会上%导演徐克说%该片的武术风格混搭了
真实和浪漫这两种元素&

据影片出品人于冬介绍%(龙门飞甲)

是徐克前作(新龙门客栈)的后续故事%代
表正义之士的赵怀安#李连杰饰$将率领一

干江湖儿女对阵雨化田#陈坤饰$领衔的东
西厂高手&

徐克说% 该片在武术动作上可谓精雕细
琢%为保证这部立体电影的动作戏视觉效果%

他邀请到业内精英加盟% 于是影片会集了元
彬'蓝海瀚'孙建魁三大武术指导&

徐克说%他力求使(龙门飞甲)的武打风格
和其他武侠电影区别开来%!真实'浪漫这两种
元素混搭在一起就是(龙门飞甲)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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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竹竿舞比赛今天在海南
省华侨商业学校结束%来自省内 $)个中职
学校代表队参加&

在比赛中学生精神焕发%舞蹈表演动
作整齐%舒展大方'优美有韵律,音乐与舞
蹈动作协调%节奏感强%形式多样%风格新
颖& 充分展示了中职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和活力四射的青春风采%向现场观众
奉献了一台视觉盛宴& 比赛采用现场打

分'现场公布成绩'现场颁奖的形式& 经过
紧张的角逐%省高级技工学校队'省银行
学校队'省商业学校队'省文化艺术学校
队'省华侨商业学校队'省三亚技工学校
队'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队和省经济
技术学校队 *个学校获得了一等奖& 海南
省民族技工学校代表队'海南省工业学校
代表队等 *个学校获得了二等奖& 本次比
赛由海南省教育厅主办%海南省华侨商业
学校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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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日上午%海政文工
团著名歌手顾莉雅将做客南国都市报明星
会客厅% 当晚还将在海口骑楼小吃街举办
!顾莉雅海南签唱会"% 签售会现场将演唱
多首新歌和经典歌曲% 同时还将签售她的

最新专辑(顾氏情歌)&

从海南走出去的海南籍歌手顾莉雅%

被歌迷亲切地称呼为 !都市情歌掌门人"&

记者了解到%回海南期间%顾莉雅将用她纯
净而充满磁性的声音及挥洒自如的唱腔%

为海南乡亲深情演绎!顾氏情歌"的甜蜜与
辛酸& 顾莉雅此次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
(顾氏情歌)% 由国内新生代音乐人胡小喃
亲自操刀&

据悉%顾莉雅的(顾氏情歌)专辑已于
$$月 )日全球首发&

顾莉雅是当年音乐节目的主持人%是
用心歌唱的歌者%还是电视剧(终极匹配)

中的靓丽的!凌婷"%无论你是歌迷还是顾
莉雅的好友%)日上午% 登录新浪微博%在
!顾莉雅海南歌友会"新浪专题帖或!娱乐
小果子" 微博发起页面下留下你想问的问
题%前 $+名被顾莉雅抽中问题并回答的读
者!粉丝"%即可获得由新浪微博提供的精
美礼品一份&

本次活动由南国都市报' 南海网以及
国际旅游岛之声等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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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央视龙年春晚语言类节目 !

日晚进行了第二次审查% 这也是语言类节
目的终审%*个语言类节目将最终有 !个出
局& 龙年哈文团队坚持革新%虽然!春晚钉
子户"们并没有!下岗"%但在形式上都选择
了与新人搭档%也带来了一些新风气& 尽管
赵本山依然照往年惯例没有现身% 但其弟
子王小利一行却带着自己的节目独自亮
相%也可见赵本山捧新人的用意& 尽管穿越
题材明年将暂别黄金档% 但依然有两个小
品对穿越进行了恶搞%现场反响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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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都在猜测龙年赵本山将带着
哪位弟子上春晚的时候%王小利'田娃'唐
鉴军和赵海燕等弟子却意外亮相了& 但这
次他们并不是作为师父赵本山小品里的角
色%而是搞起了!单打独斗"%带着自己的小
品(意外收获)冲击春晚了& 小品讲述的是
王小利去超市置办年货% 却碰上一名临产
的孕妇%他只得将其送到医院%还压上了身
上所有的钱以及身份证% 之后闹出一系列
误会的故事&

据悉% 为王小利创作小品的并非本山
团队% 而是春晚剧组另寻其他编剧为其创
作的本子%赵本山也很支持弟子的!单打独
斗"%如果(意外收获)在之后能走远的话%

赵本山也会亲自指导徒弟的表演& 而赵本
山本人的小品也将不日启动% 会延续以往
的套路走农村题材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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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明年的黄金档将跟穿越题材说再
见%不过在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中%他们依然
是!香饽饽"%观众对笑料也买账& 由近年来
话剧舞台上非常活跃的!开心麻花"剧组出
演的小品 (怀胎十月) 讲的就是穿越的主
题* 为了不让因怀胎而分外焦虑的妻子发
脾气%丈夫买通舅舅%让舅舅扮演自己未来
的儿子% 穿越回现代% 给妻子讲将来的事
情%哄骗妻子的故事& 他们夸张的表演把观
众逗乐了&

而黄宏与!白展堂"沙溢合作的(荆轲
刺秦)则呼应了禁止胡乱穿越的规定& 为剧
组送盒饭的黄宏被在(荆轲刺秦)剧组当副
导演的儿子临时拉到剧组扮演秦始皇%当

黄宏得知故事结局有违历史% 并且其中夹
杂了各种无厘头的穿越等内容时% 扬长而
去& 据在现场的媒体透露%这个小品是全场
!笑果"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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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春晚总少不了冯巩' 郭达'蔡
明'巩汉林等老面孔& 虽然龙年春晚锐意改
革%不过这些!钉子户"还是出现在了语言
类节目的审查中%但却换了新招%纷纷与以
往鲜有在春晚上露脸的人搭档& 蔡明今年
冲击春晚的小品为(一网打尽)%在小品中
她饰演清洁工%卧底在电话诈骗集团中%最
终将其团队一网打尽% 搭档她的是今年央
视小品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新演员& 冯
巩这次带着自己的弟子贾玲出征% 就连鲜
有在春晚露面的牛群%这次也重出江湖%搭
档赵本山的洋徒弟波比-肯& 继去年影视演
员集体涌入春晚之后% 此举今年依然很吃
香%黄晓娟与倪大红合作(老爸老妈)%扮演
女儿的则是(家有儿女)里的!小雪"杨紫,

郭达也与陕西女演员王茜华搭档卖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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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山弟子笑料不足 黄宏沙溢恶搞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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