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东方卫视携手灿星制作

联手打造的《新舞林大会》陆续官宣

了一波专业舞者，韩宇、亮亮、黄潇、

苏恋雅、李德戈景、张娅姝、杨帅、梁

岱青等人皆在其列，堪称集结了舞蹈

圈内顶级阵容。

说起街舞圈内有名的“全能” ，

便不得不提到韩宇。 在网综《这！ 就

是街舞》 里， 韩宇在一场 “抢 7 大

战” 中变换演绎了 locking、popping、

hip-hop、jazz 等多个舞种，一连打败

多位顶级舞者，迅速拿下制高位，一

战成名。 而在随后的比赛中，他更是

越战越勇， 一举拿下全国总冠军，并

收获了大批粉丝。

而亮亮也将在《新舞林》中与韩

宇“师徒再聚” 。 作为 KOD9世界总

决赛 hip-hop 冠军，JD 中国赛区

hip-hop 年度总冠军，《这！ 就是街

舞》全国七强，亮亮的身体开发堪称

业内最强，其肢体控制的角度和精准

度常令人惊呼“反人类” 。

本报记者 胡亚妮

《新舞林大会》

集结高能舞者

本周日晚 21：10， 浙江卫视文

化教育公开课《同一堂课》将迎来

作家郑渊洁和魔术师刘谦两位新老

师。 其中，“童话大王”郑渊洁在中

国台湾和当地的小学生展开了一节

充满趣味的语文课；而魔术师刘谦

则在北京的小学课堂，用魔术的方

式讲述古文，分享自己的童年学艺

经历。

据透露，郑渊洁一走进教室，就

被泰雅族孩子们以载歌载舞的方式

热烈欢迎。 他们拉起郑渊洁老师的

手，一边跳着轻快的舞步，一边唱起

当地的民谣。 郑渊洁老师也给同学

们每人带来了一份礼物，那就是他

自己的签名书。 在每本书上，郑渊

洁老师都认真地写下了同学们的名

字，并送上了鼓励语。

而作为一名魔术师，刘谦一开

始便选择用表演魔术的方式来展开

授课。并将古文《疑邻盗斧》结合魔

术，讲述了做事情不要先入为主，不

要被一些表象所迷惑。

本报记者 胡亚妮

《同一堂课》 将迎郑渊洁刘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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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骨讲堂”

聊生态文明

7月 10日， 学者熊宗仁在生态

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8年年会刚刚

闭幕之际，于贵州省文史馆“山骨讲

堂”上作了题为“贵州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经验与启示”的主题报告。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迄

今最高的文明形态， 而曾经贫穷落

后的贵州却成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

试验区之一。这一现象，值得我们从

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角度来梳理

和总结。 ”

在讲堂上， 作为史学家出身的

熊宗仁以时间为线索， 详细讲述了

贵州多年来在生态文明语境下的发

展路径。

据介绍， 熊宗仁出生于 1944

年，贵州兴义人；已出版专著 10 余

部，1998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 本报记者 李韵

庆祝建党 97 周年、

改革开放 40 周年———

云岩文艺汇演

7 月 9 日，由云岩区委宣传部、

文体广电局、文化馆联合主办的庆

祝建党 97 周年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艺汇演，汇演由“九十七年

的丰功伟绩·光辉历程” 、“改革开

放四十载·丰硕成果” 、“不忘初

心·再展芳华” 三个篇章展开，期间

表演了管弦乐齐奏、独唱、合唱、诗

朗诵、时装表演等 16个节目。

据介绍，本次演出由云岩区东

山社区、金狮社区，区旅文投党支

部、中华社区贵山居委会党支部等

单位协办。 程小畅

江苏卫视携手 App 打造

《知识就是力量》

7月 27日登台

“人生一切难题，知识给你答

案。”怎样把自己嫁出去？怎样管理

好自己的坏脾气？ 怎样让孩子爱上

学习？ 昨日，记者从江苏卫视获悉，

由该卫视携手知识服务平台“得到

App” 打造的国内首档硬派知识脱

口秀《知识就是力量》将于 7 月 27

日起每周五 21：20播出。

以前大家总会从经

验中寻找答案。 据介

绍 ，《知识就是力

量》 将从心理学、

社会学、生物学等

等学界精英的研

究中汇总出一套

系统性解决方案。

该节目不同于以往

的脱口秀节目，没有明

星嘉宾助阵， 也不设现场

互动。

据了解，《知识就是力量》将

以知识为核心，综艺为外壳，节目

每期围绕一个具体问题，知识转述

者、资深媒体人和传播专家罗振宇

将在节目中连接日常生活和学界

研究，针对每个难题解析出知识和

方案。 本报记者 胡亚妮

《流星花园》《白蛇传说》开播引热议

“童年回忆”回归 有惊有喜

近日，新版《流星花园》在湖南

卫视开播，点燃了网络话题榜，跟杉

菜、F4 相关的多个话题刷爆社交平

台。 巧的是，《天乩之白蛇传说》（简

称《白蛇传说》）同日上线，对白蛇

的故事重新演绎。 两个被网友称为

“童年回忆” 的故事同日回归，有观

众吐槽“震惊” ，也有观众表示“简

直是快乐源泉” 。

当中，新版《流星花园》不仅收

视高，在网络上也很受欢迎，点击量

火速破亿。 该剧在微博上热度也很

高，网友们“神吐槽” 不停，认为该剧

“俨然成了我的快乐源泉” 。

跟当年的《流星花园》相比，新

版在剧情上有不少改动。除了艾利斯

顿商学院变成明德学院外，F4 集体

变学霸，道明寺霸气表白杉菜并宣布

承包了对方的“游戏金币” 的剧情，

更是让网友大呼“太好笑了”“大概

是我打开方式不对？道明寺不应该头

脑简单四肢发达吗” ？

也有观众拿《一起来看流星雨》

做对比， 认为郑爽比沈月演得更好。

有的网友则认为：“这一版的青春气

息还是很浓厚的，而且谁都需要有成

长的过程，没必要太严苛。 ”

《白蛇传说》对于 80 后、90 后

来说，也是一次“童年回忆” 的回归。

作为白蛇新编，《白蛇传说》 中有大

量经典剧情的体现，但该剧剧情进度

快，道具和特效的粗糙也让观众颇有

微词，“如果仙家胜景之类的找不到

实景倒是情有可原， 但是连蟠桃，甚

至是女主送给男主的花儿，一眼看出

来是塑料的，就有点诚意不够了” 。

其实， 不少观众认为，“童年记

忆” 已经有点模糊，即使是曾经疯狂

追过的旧版《流星花园》，如今也经

不起回看和推敲。 但是，新版翻拍还

是需要更多的诚意，不管是新版《流

星花园》还是《白蛇传说》，在剧情、

演员阵容方面有了创新的尝试，但在

细节方面或许应该有更多的推敲。

另据了解，同样改编自民间传说

的新版《新白娘子传奇》首发剧照，

白娘子（鞠婧祎饰）身着白衣，凝眸

情深。该剧由鞠婧祎、于朦胧、冯建宇

等青年演员携手出演， 预计于

2019年与大家见面。

跟《流星花园》一样

被认为是 “经典偶像剧”

的《恶作剧之吻》被曝

将拍摄电影版， 取名

《一吻定情》。

据《广州日报》

熊宗仁

表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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