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 日晚间，以“共筑中国

梦 关爱留守儿童” 为主题的 2019

年 CCTV《跨年元旦晚会》贵州区

域海选总决赛在筑举行。 当晚，进入

总决赛的 20 个节目精彩上演，选拔

优秀节目。 少年儿童天真烂漫萌翻

全场，青年人活力十足青春洋溢，老

年朋友风姿绰约余韵悠长……在当

晚的决赛中， 来自各大舞蹈艺术培

训学校、 中学和老年大学的参赛者

分别进行少儿组、青年组、老年组的

比赛，舞蹈、歌唱、器乐、朗诵等节目

展现出参赛者的创意和才艺。 比赛

中，精彩表演一个接着一个，天真可

爱的少儿节目《调皮小猫》赢得评

委和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青年组一

段《那些年，我们好像很有钱》的朗

诵，诵出了青年人的生活状态、消费

观念、与父母亲情的思考，全场产生

共鸣获赞无数； 而老年组的 《中国

风》民族时装走秀、旗袍走秀则是韵

味十足。 虽然是老年组，但穿上时尚

的时装之后，演员们个个身姿曼妙、

气质绝佳、 精神奕奕， 引得全场惊

呼。 此外，除了选手们带来的精彩节

目，现场助阵明星张红丽、杨志君夫

妇演唱的陕西民歌， 马智宇、 金学

峰、山东大妮等嘉宾的登台献唱，都

让比赛现场氛围高涨，音乐声、欢呼

声、掌声此起彼伏。 经过激烈角逐，

在八位明星评委和媒体评审团的评

选下， 选出了优秀节目进行现场颁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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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 31 岁的职业舞蹈

人石磊， 曾荣获 2010 年广

州亚运会全能拉丁舞以及

单项恰恰舞冠军，为能给贵

州体育舞蹈助力， 近日，石

磊亲临贵阳，为贵阳的一批

舞蹈老师进行现场指导。

11月 30日， 记者在静

元舞蹈星乐城总校见到了

石磊，他正在忙着与舞蹈学

校的老师探讨教学，忙里偷

闲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说起舞蹈，石磊难掩内心的

喜悦。 他告诉记者，其实舞蹈与

他结下不解之缘，并非外人想象

的那么奇特， 不过只是他年幼

时，母亲为了他能拥有一个健康

的身体，选择让他通过跳舞来健

身、塑形。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

缘由，让自幼悟性极高的石磊与

舞蹈再也割舍不开。从民族舞到

芭蕾，再到拉丁舞，石磊一步步

从一个业余舞蹈爱好者，变成了

一个职业舞蹈人。

2009 年，当时年仅 22 岁的

石磊，便荣获了亚洲室内运动会

拉丁舞以及东亚室内运动会拉

丁舞冠军。 仅时隔一年，石磊又

为他的舞蹈生涯再创辉煌，分别

荣获 2010 年广州亚运会全能拉

丁舞及单项恰恰舞两项冠军。得

到如此高的荣誉后，石磊不骄不

躁，依旧坚持继续谱写他的舞蹈

生涯。 直至去年，石磊还荣获了

中国体育舞蹈年度总决赛职业

组冠军。

2015 年， 石磊回到自己的

母校广州体育学院，成为该校一

名外聘舞蹈老师。 随后，到全国

多地讲学施教。

在石磊看来，贵州很多舞蹈

爱好者都极具天赋。 为此，他才

决定要来贵州看一看，希望让更

多的人接触到舞蹈的同时，也能

帮助贵州舞蹈爱好者学习舞蹈，

让舞蹈艺术能普及大众，进而更

好地推动体育舞蹈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今后石磊将不定期

来贵阳的静元舞蹈星乐城总校

等地，通过培训、辅导以及相互

交流的方式，为贵州的舞蹈爱好

者们开展教学。

亚运会拉丁舞冠军入黔

为贵州体育舞蹈助力

本报记者 王杰

在第 31 个国际艾滋病日

到来之际，12 月 1 日， 贵州数

十名原创音乐人齐聚贵阳太极

山庄，佩戴红丝带，齐唱艾滋病

日主题曲，为“艾”发声。

在贵州，有这样一群人，用

音乐和舞蹈做公益， 他们因爱

相聚，为“艾” 发声，此次公益

主题活动在 2017 年艾滋病日

主题曲《拥抱你》的歌声中拉开

序幕。

现场，主持人精彩的脱口秀

迎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嘉宾们带

来的原创歌曲、舞蹈、乐器演奏

等让人陶醉。 “以前我对贵州音

乐的印象就是民族音乐，这一次

打开了我的新视野，嘉宾们的表

演让我感受到了贵州音乐的蓬

勃。” 现场的观众马先生说道。著

名歌手兰均老师的出场，让现场

很多观众惊讶不已。 兰均老师不

仅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爱上贵

州》， 还呼吁大家关爱艾滋病患

者，“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保

护自己，也要用正确的方式对待

别人” 。聚会尾声，十余名音乐人

齐唱 2016 国际艾滋病日主题曲

《瞳孔里的太阳》， 为 “艾” 签

名，号召人们关爱艾滋病患者。

据悉，兰均老师是贵州旅游

文化宣传大使，华夏之星春节联

欢晚会特邀歌手，2018 年星光大

道评委、导师。 此次活动由西南

音乐局音乐栏目主办，该栏目聚

焦贵州元素， 专注贵州原创，所

邀请的嘉宾均为贵州知名原创

音乐人。

胸佩红丝带

贵州数十名音乐人

为“艾”发声

32 集电视连续剧 《北部湾

人家》 于 12月 2日在央视八套

黄金档全国独播。该剧是献礼改

革开放 40 周年、 献礼广西壮族

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的 “双献

礼” 大戏。主创阵容也格外整齐：

李雪健携手刘莉莉、斓曦、杜源、

郑晓宁、赵麒、房子斌等一众实

力派演员共同演绎。曾经创作过

《父母爱情》的编剧刘静担任编

剧，音乐人捞仔担任主题曲和全

剧音乐创作，歌手孙楠担任主题

曲演唱。

《北部湾人家》故事从一个

饱经沧桑、信仰坚定、头脑睿智

的老人韦大壮的角度，以一个相

亲相爱、温暖和谐家庭的视角折

射出千万个家庭，并反映出改革

开放以来广西的发展和变化。剧

中的核心人物韦家家长韦大壮

由李雪健饰演。作为一个饱经沧

桑、 阅历丰富的离休老干部，韦

大壮是这部戏里定海神针一样

的戏眼。 为塑造好这个角色，李

雪健两下广西体验生活，他还花

了很长时间学铜鼓敲打、学唱山

歌。

李雪健学敲铜鼓学唱山歌

《北部湾人家》昨日开播

杨文杰

兰均演唱代表作《爱上贵州》

实习记者 雷琴

2019年央视

《跨年元旦晚会》

贵州海选总决赛举行

本报记者 陈玲

网络人气第一名：少儿组，星秀音乐艺术

学校，韩奥楠演唱《南泥湾》

网络人气第二名：青年组，兴农中学，诗朗

诵，敬钰清朗诵《那些年我们好像很有钱》

网络人气第三名：少儿组，中国世纪大采

风贵阳分站，林途子烁表演《调皮猫》

总决赛少儿组冠军： 中国世纪大采风贵阳

分站，林途子烁表演《调皮猫》

总决赛青年组冠军：青年组，兴农中学，诗

朗诵，敬钰清朗诵《那些年我们好像很有钱》

总决赛老年组冠军：老年组，大康艺术团团

体表演时装走秀《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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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合奏《丰收锣鼓》

时装走秀《邂逅》

庄文强导演的《无双》刚刚在国

庆档票房口碑双丰收，麦兆辉与庄文

强这对黄金搭档又“合体” ，两人的

新片《廉政风云》日前宣布将于明年

大年初一（2019年 2月 5日）上映。

《无双》用近 13 亿的票房成绩

让观众再次燃起了对港片的信心，

《廉政风云》是“麦庄” 组合继《窃听

风云》后再度合作，更有金牌监制黄

斌，从《无间道》《窃听风云》到《无

双》，这个“铁三角” 的组合已创下许

多奇迹。

犯罪题材并不少见，如何能在同

类型电影中有所突破，导演麦兆辉直

言，“要寻找社会的痛点，用犯罪的视

角讲述故事，同时也要给观众带去一

种反犯罪的思考。 ” 两位导演表示，

将“反腐倡廉” 四个字作为《廉政风

云》的核心，让观众在看到一个精彩

的故事之外，更能体会到人人需要遵

循的社会正义。

电影《廉政风云》讲述香港廉政

公署一桩重要案件证人出逃，负责案

件的调查员需想尽办法将其找回，却

不料在证人将回港之际，出现了意想

不到的波折。 这是刘青云、张家辉继

《扫毒》5 年后再度合作。 刘青云表

示，这 5 年来张家辉又是被封影帝又

是做导演，成绩傲人，而自己却还是

个演员， 被问及如果张家辉当导演，

找他来演是否答应，刘青云立即开玩

笑说不去。

刘青云介绍，以前《窃听风云》

系列里他都演坏人，这次要在电影里

抓坏人。 张家辉则透露，他将饰演一

位举报者。 两人对于剧情并不多言，

刘青云表示这次自己的戏份大多是

与其他饰演廉政专员的演员合作，与

张家辉的对手戏较少，张家辉也表现

出很遗憾，他说与刘青云演对手戏十

分舒服，两人在情绪的收放与对接上

堪称行云流水，但在之前的合作中两

人的对手戏都不是很多，希望之后有

机会可以出演一部“从头到尾都是对

手戏” 的作品。

提及影片大年初一上映，刘青云

表示，他知道春节档大家普遍都喜欢

看喜剧，但是这部电影的质量绝对值

得“合家观看” 。 肖扬

刘青云张家辉五年后再合作

《廉政风云》定档大年初一

林途子烁表演《调皮猫》

获得少儿组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