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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快男十年又回归

增加“女生定男声”新玩法
本报讯（记者王慧纯）快男十年
又开锣，2017快乐男声昨天在长沙举
办发布会，宣告回归。
今年快男将进行全球选拔，赛程
分为海选、晋级赛、总决赛，赛区包
含云唱区、 十大地面分唱区以及海
外唱区， 总冠军预计在8月中旬诞
生。 目前云唱区已启动报名，线上
人气PK赛正在激烈角逐当中。 十
大地面唱区也已经陆续开启，包括
长沙、成都、广州、西安、哈尔滨、南
京、昆明、郑州、天津、沈阳等地。 为了
不错过任何一个未来偶像，即日起，节目
组还 将连 续 15天邀 请 往 届 快 男 超 女 选

手，在全国多个城市展开海选“特搜”，直
播搜寻选手。
往年快男比来比去都是唱得怎么样，
但这回总导演强调，是要致力于打造一个
占领95后认知的潮牌，95后左右的年轻
男生将成为节目的主力选手，节目需要选
手代表95后做有态度的音乐，并且他本身
在艺术创造性方面具有非常特别的能力，
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可以去影响、引领更多
95后年轻族群的追求。 代言人方面，就找
了在争议中一路走来的黄子韬（见左图），
韬韬也表态， 自己希望遇见具有个性、音
乐态度鲜明的快乐男声。
赛制方面，节目组称今年将实行“女

生定男声”的新潮玩法，每个地面分唱区
设立一个200人的“挑食少女团”，让这些
95后女生来选择她们认定的、能够代表分
唱区的男生，
“
只有她们赞同，选手才能够
冲出他们的分唱区来到全国赛；这样的设
置也是在节目的态度认同和理解上与95
后坚持一致。 ”在注重年轻化的同时，节目
组表示，也会非常看重音乐、歌唱的部分。
以往选秀都会拒绝有约在身的选手，这届
快男特别强调，节目抱持着非常开放的态
度，欢迎所有符合条件的快乐男生都来参
加，“节目不会拒绝所有人对于 《快乐男
声》的追逐，不论他是否有经纪约。 ”

4月16日登陆电视荧屏

“超人”加盟《碟中谍6》
与阿汤哥并肩作战

剧版《白鹿原》聚齐“
戏骨级”演员
本报讯 改编自陈忠实同名史诗巨
作的电视剧《白鹿原》将定档4月16日登
陆荧屏。
该剧讲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
祖孙三代之间恩怨纷争的故事。 它所反
映的不仅是陕西文化风貌，更是反映整
个时代变迁、人性淳朴的大情怀。 该剧
2012年得以立项，之后历经三年剧本改
编、筹备、组建团队，电视剧总投资达1.6
亿。
《白鹿原》齐聚“戏骨级”演员，由张

本报讯 阿汤哥的《碟中谍》系列
电影又迎来一位好莱坞大咖， 现任
“超人”亨利·卡维尔昨天通过社交网
站亲自确定将加盟出演。
有知情人透露， 卡维尔将扮演阿
汤哥的得力助手之一，应该是重要角
色。 在
“超人”加盟之前，阿汤哥、杰瑞
米·雷纳、西蒙·佩吉以及《碟中谍5》
中 大 获 好 评 的 女 主 角 丽 贝 卡·弗 格
森，将会集体回归。 《碟中谍6》将在
2018年7月27日上映。

嘉译、何冰、秦海璐、刘佩琦、雷佳音、翟
天临、李沁等主演，为了还原关中的农民
本色，演员不仅要体验农活，还要把自己
晒得很黑。在专业的准备方面，张嘉译除
在剧组里担任主演、艺术总监外，还被称
为“最称职的演员副导演”，他在开机前
要求带着十几名主要演员去农村体验生
活。
值得一提的是，《白鹿原》 是秦海璐
产后复出的首部电视剧， 为了演好仙草
这个角色，她两个月减肥减了3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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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卫道者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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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
说吧，又出什么事儿了？ ”
林峰揉了揉被冷水激得有点儿发青的
脸，刺痛的感觉终于压住疲倦。
“
济源大厦出事了，有个人跳楼。 ”
同事小陈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机递了过
来，小小的屏幕上呈现出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
的画面，虽然视频晃得厉害，但仍然可以辨
认出跳楼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年妇女。
“目前什么情况？ ”
林峰问这话的时候， 随手脱掉身上已
经三四天没换的衬衫，闻了闻之后，嫌恶地
扔在一边，套上一旁的警服。
“
刑侦大队的人已经去了，但杨队长那边
说情况有点儿复杂。 局长让我们过去看看，他
的意思是，无论谁插手，最后都要轮到我们经
侦科接手。 ”小陈看着林峰，迟疑着说道。
“现场什么情况，跳楼的人身份查清楚
了吗？ 谁报的案？ ”
林峰询问的时候，人已经出了宿舍，从
脚踏出宿舍门的刹那，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

一扫之前的疲惫，目光似乎也亮了几分。
“从视频上看，应该可以排除自杀的可
能性，但问题是，人不见了，杨队长他们说
连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
小陈看向林峰，虽然隶属经侦科，侦查
的多是经济犯罪，但同为警察，大家都很清
楚，人不见了对案件意味着什么，通常这种
情况只意味着两种可能：第一，对方手眼通
天；第二，对方胆大妄为。
“
局长什么态度？ ”
走过走廊， 林峰从一旁经过的同事手
里拿过半杯喝剩下的豆浆， 掀开盖子一饮而
尽，就当充作不知道哪一顿的餐饭，同事笑
着想要递给他一个烧饼，却被他摆手拒绝。
“局长的意思是，这应该和济源公司非
法集资的事情有点儿关系。 ”
同事说得很隐晦， 声音也刻意压低了
不少。
“
济源公司，到底还是来了！ ”
济源公司的事情林峰两年前就知道，
社会上的疯传让林峰早就将注意力集中到
他们身上，但是因为没有报案人，加上从上
面莫名而来的压力，让林峰他们只能眼看着，不
能插手处理。但林峰很清楚，济源公司闹得太
凶了，早晚要出事的。 早在两年之前，林峰
一直在搜集着与济源公司相关的资料，因
为他相信，只要是疖子，肯定有冒头儿的一
天，他只是没想到在眼前这个时候。
“准备车，我马上过去。 ”走到电梯门
口，见电梯仍然缓慢地上升着，林峰索性转
到安全梯，一边快步向下走，一边对身后的
小陈说道。
公安局大厅里，刘局早已等在那里，看
到林峰过来，立刻快步迎上来。
刘局全名刘援朝， 虽然身为公安局的
局长，却有一副与职业毫不相称的外貌，如
果脱下警服换上汗衫和蒲扇， 刘局长的样
子更像是化装的弥勒佛，而此刻，他正用与
弥勒一样的笑容注视着林峰， 但口中吐出
的话语冷冰冰的，没有任何情感色彩。
“
大林子，济源的事情可以动了！ ”

甚至五年， 却始终不让她们学挡车纺纱
的技术。 我们要求今后应改为进厂第一
年先做清洁工，第二年开始学技术，第三
年就可以转正当正式工。第三个要求是，
反对工头欺负我们妇女姐妹， 反对工头
随意打骂、侮辱女工。第四个要求是反对
进出厂搜身制度。 我们在厂里进进出出
都要被搜身检查， 难道我们工人是贼骨
头吗？ 还有……”
没等我把条件讲完， 在旁的军警就
一拥而上， 把我们八个工人代表都抓走
了，押进了停在茶园外面的汽车上。围在
茶园外面的工人群众大声呼叫抗议：
“不
许抓人！”
“放掉我们的代表！”
“
不放掉我
们的代表，我们决不复工！ ”纷纷拥上来
不让开车，却被大批军警拦住了。我们八
人虽然被捕， 但亲眼看到群众是这样大
力地支持着我们，心中感到很光荣。
被捕的第一天在南市区公安局关了
一夜。 第二天就被转押到了龙华警备司
令部看守所，这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我们八个女工被关在一间大牢房里，睡
的是像北方的火坑那样的大通铺， 窗户
很高，在里面根本看不见外面。
这里原先已关有一个女犯人， 她的
丈夫因犯了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她
受株连被一起抓了进来。 关了一段时间
本可以释放出去，但她不愿出去，请求看
守所长让她仍旧留在监狱里照看丈夫，
同时给看守所的士兵和犯人们洗洗衣
服、 缝缝补补的， 居然得到看守所长的
“恩准”。
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出去做娘姨，帮
人家做家务，总要比关在牢里自由得多。
她说：
“
你们不知道， 做娘姨要通过职业
介绍所， 是要有保人的， 谁会做我的保
人， 又有谁会要我这样的犯人老婆去做
家里的娘姨呢？ 在这里给士兵和犯人们
洗补衣服还可以赚一点钱， 改善一下自
己和丈夫的伙食哩！”我们听了都很同情
她。

最美红色女特工
黄慕兰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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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老板和资方代表们坐在我们对
面，旁边还有不少军警，一则对工人
代表进行威吓， 二则保护资方代表。
我们事先已经商量好，我以学徒工代
表身份头一个站起来发言。
我个子矮小，就站在一张方凳上
说：“我是学徒工的代表，我们学徒工
进厂每天辛辛苦苦地干活，却连一点
待遇也没有。 我们家里都很穷，却还
要我们每天自己带饭进厂给老板干
活。 我们要求老板给每人每月三块钱
的伙食费。 请老板们想一想，你们公
馆里请来帮工的娘姨（保姆），吃、住
公馆里， 每月还有三块钱的工资呢！
我们在厂里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吃
自己带来的饭，却每月连三块钱的伙
食费都不发，有道理吗？ 我们名为学
徒工，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学技术的机
会。 有些学徒工在厂里做满了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