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春晚亮点多
日前，各大网站关于央视马年春晚

的消息层出不穷。 而在大年三十之前，
央视春晚还将进行至少5次联排， 节目
单仍存变数。 尽管如此，目前已曝光的
亮点仍然吸引了不少观众眼球。

主持人阵容：知名演员张国立首次
加入央视春晚主持人阵容， 与朱军、董
卿、毕福剑、李思思同台主持马年春晚。

歌舞类节目：曾两度上春晚的香港
歌手张明敏今年将演唱新歌《我的中国
梦》；影帝梁家辉也将首登央视春晚，与
陈慧琳合唱新歌《最好的夜晚》并表演
华尔兹；热门韩剧《继承者们》男主演李
敏镐将与台湾歌手庾澄庆合唱一首《情
非得已》；华晨宇、李琦、汪小敏、肖懿航
4位不同选秀节目的冠军选手成功拿到
央视《直通春晚》节目的通行证，正式加
入马年春晚；被外界誉为杨丽萍接班人
的小彩旗，将首登央视春晚，化身“时间
女”在春晚特意搭设的一个小舞台上连
续旋转4个小时， 创下春晚最长节目的
纪录。

语言类节目：大概有7至8个，快板、
曲艺、戏曲等传统综艺元素被放大和强
调。 其中，蔡明携大鹏、岳云鹏、华少主
演的小品今年依然会延续“毒舌”路线；
冯巩的小品则讽刺当下的送礼风；身兼
数职的张国立将带领10人的快板方阵
表演一段说年俗讲年味的快板节目；台
湾腹语表演者刘成将带着他的可爱搭

档———大嘴鸟“空
空” 给观众大拜年；
“开心麻花”沈腾、马丽组合带来的小品
将聚焦老人摔倒的问题。

惠民演出过新年
2月2日（初三）19时30分 传统湘

剧《金印记》 湘江剧院
2月3日（初四）19时30分 迎新春

民族音乐晚会 湘江剧院
2月4日（初五）、5日（初六）15时

花鼓戏《刘海戏金蟾》 省花鼓戏剧院
大舞台

2月6日（初七）、7日（初八）15时30
分 皮影精品荟萃 湖南木偶皮影展
演剧场

2月8日（初九）、9日（初十）20时
话剧《森林大冒险》之白雪公主魔幻版
湖南大剧院四楼A厅

2月10日（十一）、11日（十二）20时
“国乐飘香” 经典民族音乐会 湖南省
歌舞剧院实验剧场

2月12日（十三）15时 传统京剧
《大登殿》 红色剧院

2月13日（十四）15时 京剧晚会
《湘魂京韵》 红色剧院

2月13日（十四）、14日（十五）20时
杂技精萃迎春晚会 芙蓉国剧场

文化场馆看展览
长沙市博物馆
跨年度典藏展“复兴的铜器艺

术———湖南晚期铜器展”， 遴选了湖南
省博物馆150件（套） 馆藏晚期铜器精

品，从兴盛的宗教造像、庄重的神坛礼
器、精致的把玩摆件3个方面进行展示，
这些文物均属首次对外展出。 展览持续
至3月9日，春节期间照常展出。

湖南省图书馆
这个冬季， 省图书馆准备了丰富的

展览，有1月23日至27日的湖湘木雕艺术
展，1月1日至30日的中国历代廉政文化
及文献展，至1月30日的中华姓氏源流及
族谱系列展， 至2月28日的名人家谱展。
除此之外，1月25日上午，“走进图书馆、
过个文化年”文化庙会将拉开序幕，现场
众多名家为市民写春联、剪窗花。

湖南省群艺馆
湖南首届文人书画邀请展已开幕，

展出林凡、朱建纲、鄢福初、余德泉、李
逸峰等18位湘籍艺术家书画作品168
件。 展出时间为1月15日至2月10日，春
节期间照常开放。

湖南省少儿图书馆
寒假期间，《冬天里的节日民俗》一

书的内容用大型展板进行展现，展览采
用年画风格，让小读者们在浅浅的文字
和美美的图画里， 去感受多彩的节日、
缤纷的习俗和动人的传说故事。 春节期
间，该馆1月31日至2月3日（正月初一至
初四）闭馆，2月4日至2月6日（正月初五
至初七）正常开放。

长沙简牍博物馆
春节期间除了常规展览，1月18日

至2月6日，还举行“快乐寻宝”活动，中
小学生们在展厅题板上取问题作答，回

答正确的可获得
奖品一份。

湖南千年时间当
代艺术中心

“远山回望”胡立伟2013中国画
作品展，省画院副院长，同时又是省

书协副主席的胡立伟，向公众展示了30
多幅全新力作，时间至1月28日。

“爸爸”领衔春节档电影
《澳门风云》
时隔20年，“赌神”再度归来。 影片

由王晶执导，刘伟强监制，周润发、谢霆
锋、景甜主演，将于1月31日闪亮登场。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由周润发与甄子丹联合主演的古

装魔幻大片，于1月31日上映。
《爸爸去哪儿》
人气爆棚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

儿》转战大银幕，将于大年初一与观
众见面。 这是首部亲子类真人秀电
影，影片中爸爸们和宝贝们将在原始
丛林中和野生动物们展开神秘的冒
险之旅。

《前任攻略》
由韩庚与姚星彤主演，将于大年初

一上映。
《大话天仙》
由刘镇伟执导，孙俪、郑伊健、郑中

基、 郭德纲等联袂主演的喜剧大片，将
于大年初三全国上映。

兴许是盯住了春节档家长孩子都
放假，有的是时间走进电影院，今年
春节档国内外上映动画片足有6部之
多，国产“喜羊羊”、“熊出没”、“小魔
仙”等一个不落，好莱坞动画片《拯救
大明星》 将于1月25日登陆国内大银
幕。

本报记者 李国斌

年年岁岁花相似。 时光匆匆， 转眼又
将到一年的春节。

在外漂泊了一年的游子们， 已经踏上
回乡的旅途。 故乡， 杀年猪、 打糍粑、 酿
米酒， 父老乡亲们忙得不亦乐乎。 而在城
市里， 展览已经就位， 电影正待档期， 演
出的锣鼓也准备敲响， 一个欢乐祥和的春
节即将来临。

节日气氛渐浓

在许多地方， 进入腊月后， 也就进入
了春节的节奏。 “老爹一再召唤， 回老家
杀年猪咯。” 在记者的微信朋友圈， 永顺
县的一位朋友， 1月4日一早就宣布了当天
的行程。 在湘西自治州、 怀化、 邵阳等地
的农村， 村民们杀年猪、 打糍粑、 磨豆
腐， 好不火热。 这些小时候过年的景象，
仍然在上演。

城市里， 节日气氛同样渐渐浓郁。 商
场里， 大红的红灯笼早已高高挂起； 超市
里， 红色的对联、 福字、 窗花， 吸引了众
多市民选购。 住在湘江世纪城的刘爹爹，
买了一个福字、 两个窗花， 还有一幅以马
为主题的挂历， “马年嘛， 预示骏马奔
腾， 马到成功。”

春联依然备受青睐。 湖南省图书馆一
年一度的“文化庙会”， 将在1月24日拉开
帷幕， 邀请名家为市民写春联、 剪窗花，
预计仍将火爆。 每一年， 省内书法和剪纸

名家们在省图书馆均送出了不少于5000
副春联。 不管城市还是农村， 新年贴上红
红的春联， 是大家对火红日子的期盼。

增添时代色彩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 沉
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历经数千年， 大家
对这个节日的那种特殊情感依旧。 不过，
在经济快速发展， 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具有创造性的现代人， 过春节也是不断与

时俱进。 电子贺卡、 短信祝福、 微博微信
拜年等等， 赋予春节浓浓的时代色彩。

鼠标一点， 电子贺卡就发了出去；
“嘀” 的一声， 朋友的新年祝福已至。 随
着手机、 电脑的普及， 如今的拜年方式，
可谓越来越“多元化”。

每年春节， 邮箱里的电子贺卡， 传递
暖暖的祝福， 让人倍感温馨。 短信拜年，
更是司空见惯， 几乎人人参与。 统计显
示， 2013年春节， 全国短信发送量创新
高， 仅除夕当天的发送量就达到了133亿

条。 满满吉祥的祝福， 讨的就是一个好彩
头。 微信风靡后， 微信拜年也成为许多人
的选择。

这些时代元素， 见证时代的变迁， 拉近
了彼此的距离， 也给传统节日增添了新内容。

过快乐文化年

春节期间， 走亲访友， 享受美味佳
肴， 自然必不可少。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过

“文化年” 越来越成为大家的选择。
就省会长沙来说， 2013年春节期间

有演出、 庙会、 画展、 灯展等丰富的文化
活动， 吸引市民过一个“文化年”。 省直
文艺院团举行23场惠民演出， 吸引2万余
人观看。 开福寺的庙会、 湖南烈士公园的
灯会都是人山人海。 湖南图书馆、 长沙简
牍博物馆、 长沙市博物馆均吸引近万人。
电影院也是人来人往， 购票者排起了长
队， 观众基本以家庭为单位， 都是一家几
口一起看电影。

马年春节已经临近， 也许读者朋友已
经在盘算如何过年。 记者了解到， 省文化
厅将推出“春节演出季”， 省直院团演出
14场， 包括湘剧、 花鼓戏、 京剧、 皮影、
杂技等各门类。 此外， 博物馆、 图书馆都
将正常开放， 多种多样的展览， 值得一
看。 在这个举家团圆的节日里， 平常难得
一见的兄弟姊妹、 亲朋好友， 还可一起看
场电影， 共享节日的快乐。

过“文化年”，让春节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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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文化大餐”端上来

本报记者 李国斌 陈薇 整理

郴州市青年路口旅游城市标志 “马踏
飞燕”。 邓仁湘 摄

1月19日，花垣县排料乡金龙村举办“过苗年”活动，村民们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同
桌共饮，享受独具特色的苗年大餐。 张耀成 摄

1月24日， 演员们在舞台上倾情表演京剧 《中国梦》。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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