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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专电 第二季《中国新歌声》目前已经进入导师组内冠军战的录制阶段，刘欢、周杰伦、陈奕迅和那英四位导师
带领的最强战队将每组决出一名冠军成为最终进军鸟巢的学员。昨日，节目组开放探班，陈奕迅、周杰伦两位导师也陆续
与媒体见面。在冠军战阶段，四位导师将有权选择自己的好友来作为帮唱嘉宾，陈奕迅选择嘉宾的理由是个性，有内涵，而
对于周杰伦来讲，
唱功则是第一选择。
□记者 王峰

《中国新歌声》开启导师组内冠军战

看他们谁更有人缘

陈奕迅 考虑到了每一位学员的需求

陈奕迅

黄韵玲、李荣浩、魏如萱和杨千
嬅四位歌手成为陈奕迅的帮唱选择，
陈奕迅坦言，能够邀请到他们四位实
属不易，因为“要充分考虑表演形式
以及选择歌曲，是男男对唱还是男女
对唱，还要根据学员的类型来物色嘉
宾”。不过据杨千嬅透露，早在去年
11 月她和陈奕迅就谈好了担任帮唱
嘉宾。和陈奕迅
有过多次合
作的李荣浩
也在今年 4
月答应了这
次邀约。

不过对
于剩下的两
位嘉宾魏如
萱 和 黄 韵
玲 ，陈 奕 迅
说：
“突然就

嵩山论坛 2017 年会即将开幕

想到他们，正好他们的时间也合适就
来了。”
第一次来《中国新歌声》的陈奕
迅就获得了最强战队的荣誉，同时也
是经过“ 导师魔鬼六次方循环大逃
杀”淘汰赛后在线学员最多战队的导
师，陈奕迅坦言，
“ 赢不赢不重要，最
重要的是面子，不要丢脸”。
在教学过程中，陈奕迅要一字一
句地教学员唱歌，杨千嬅评价他“有
一种拼到最后就能赢的感觉”。谈到
如何备战以及各位学员的特点，陈奕
迅表示考虑到了每一位学员的需
求。四位帮唱嘉宾与合作的学员也
是默契十足。李荣浩的合作学员是
张泽，李荣浩透露其实在张泽没参加
《中国新歌声》时自己就知道他，
“有
朋友发给我他的视频看过，是他在国
外比赛的时候。当时就觉得他非常
厉害”。当被网友戏称为“新歌声曲
筱绡”的杜星莹在知道帮唱嘉宾中有
魏如萱时，立刻尖叫着表示自己是她
的超级粉丝，而魏如萱也表示第一眼
看到杜星莹就很有亲切感，陈奕迅便
立刻把她们分到了一组。
杨千嬅的合作学员是叶晓粤和
于梓贝，杨千嬅透露，在接下来的一
轮比赛中，于梓贝选择了自己的一首
粤语歌曲来演唱，虽然“有点担心粤
语歌不适合比赛，不过我们还是想用
真情感动观众”。

将首次开设媒体论坛
□记者 游晓鹏 张丛博 通讯员 韩心泽
本报讯 9 月 16 日，嵩山论坛 2017
年会将拉开大幕，世界多元文化的学术
代表、海外华文媒体的 60 余位嘉宾将再
度聚首中岳嵩山，围绕“成己成人：共建
天下文明”主题，展开华夏文明与世界文
明新的对话。
本届论坛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
究院、河南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
金会主办，嵩山论坛秘书处、登封市人民
政府、河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承办。
论坛将聚力于文化论坛展开多元文明的
对话，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
家和地区的文化学者，以及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知名
院校的学界精英共 30 余名学术代表，将
与河南科研单位与高校的 20 名专家学
者一起，围绕年会主题进行主旨演讲，以
“天下文明与全球对话”、
“ 互学互鉴：多
元现代性的角度”、
“ 本土文化的发展与
普遍性”
为话题展开讨论。
据介绍，本届嵩山论坛还将开设分
论坛——海外华文媒体论坛，日本《中日
新报》、美国《中美邮报》等近 20 家海外
华文媒体的社长、总编、董事长等高层，
将与部分中央驻豫媒体、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等省内媒体嘉宾一起，互动讨论中
外华文媒体如何深化交流扩大合作。媒
体论坛的开设在嵩山论坛历届年会中尚
属首次。

周杰伦 在学员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制改了，
不只要聊梦想，
还要和学员唱
两首歌。
”
庾澄庆的帮唱心得是不能压
制住学员，因为合唱会遇强则强，
“你
遇到的对手越强，
你的发挥也会越好，
对于没有太多经验的学员来说，会控
制不住自己。而我如果真的一时兴
起，
会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住学员，
这一
点要尤其注意。
”
庾澄庆说。
身为两届《中国新歌声》的导师，
周杰伦对现在的年轻歌手有了全新
的认识，他说：
“现在的小朋友都有自
己的主见和想法，你让他唱这首歌，
如果他不喜欢会直接不同意。现在
我们就让他在喜欢的歌单中挑选最
想唱的，而且导师们也会在学员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他也毫不掩饰
自己想拿冠军的想法，
“我很厉害，我
的学员也都很厉害，拿冠军当然是很
正常的想法，而且我每年都是抱着这
个想法参加节目的”。

张帅演出照

京剧《定军山·阳平关》在郑州上演

专家热议怎样继承传统
□记者 陈向阳 文 平伟 摄影

周杰伦

周杰伦的帮唱嘉宾选择的是庾
澄庆和那英，两位都是《中国新歌声》
的导师，尤其是那英，还是本季的对
手。问到选择那英的理由，周杰伦解
释说，自己非常喜欢那英的一首歌，
“但现在不能说是什么歌，暂时保密，
就想让我的学员达布希勒图来唱，但
是需要那英老师的帮唱，我很少在这
么重要的场合选择其他导师的歌，就
把它改成了男女对唱”。
那英担心的则是赛制问题：
“如
果我担任周杰伦的帮唱嘉宾，但同时
我还是导师，那么我是不是就不能给
达布希勒图打分了？”在得到肯定的
答复后，那英说：
“ 那我就选择弃权，
我相信达布希勒图的实力，也相信我
自己。因为作为一名帮唱嘉宾，重要
的是要把学员真正能发光的地方都
帮忙呈现出来，至于晋级与否，不是
掌握在一位导师手中的。”
作为历届《中国新歌声》的主持
型导师，庾澄庆今年暂时告别了这
个舞台，周杰伦顶替了他的位置成
了半个主持人。在昨日的媒体采
访现场，庾澄庆调侃周杰伦是“自
己手下表现最杰出的主持型学
员”。而面对自己再次登上好声
音的舞台，庾澄庆的感想是：
“通
常只有人不在的时候你们才
会记得他的好。”
谈到为什么担任周杰伦
的帮唱嘉宾，
庾澄庆解释说，
刚
开始还以为是当梦想导师，
“往
年当梦想导师很轻松的，只要
坐着跟学员聊一聊就行了，就
答应了下来。没想到今年的赛

本报讯 9 月 12 日晚，河南省扶持艺
术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由河南省京剧艺
术中心谭派传人张帅主演的经典名剧
《定军山·阳平关》在省人民会堂上演。
在舞台上被一代代京剧艺术家传承了百
余年的传统老戏，依旧以自己独特的魅
力吸引着观众。
在 9 月 13 日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
王平、张四全、方可杰、黄海碧、谭静波、
李红艳、孔凡燕等艺术家、评论家、剧作
家对演员们的整体表现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们表示，
《定军山·阳平关》是中国
京剧剧目中非常传统、非常有特色的经
典名剧，能够展示文武老生、花脸、武生
等多个行当演员的基本功和表演功力，

排演这样的剧目难度很大，河南京剧艺
术中心的演员在演出中的整体表现是让
人满意的。不光是饰演黄忠的张帅，饰
演曹操的宫寿林、饰演赵云的李延柯等
演员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专家们认为，京剧艺术要发展，必须
有名家、有人才。青年演员需要更多的
演出机会，需要更多的舞台磨练。他们
从化装、唱腔、表演等方面对演员们提出
了进一步提高的具体要求。
专家们对怎样更好地继承传统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专家们指出，优秀的传统
戏需要继承，但是不能老戏老演，怎样传
承传统、学习传统是个需要认真研究的
课题。对传统既要敬畏，又要勇于去粗
取精。

■电话 ■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新闻传真 (0371) 65796268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65970450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 439 号 ■本报地址：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邮政编码：
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 ■订阅价：
全年 360 元

■零售价：
每份 2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