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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央视国庆晚会《中国梦·祖国颂》近日录制完成！董卿、李思思、朱军、
任鲁豫联袂主持！刘涛、李玉刚、张也、雷佳、王丽达、刘恺威、张英席、成龙、宁
静、关晓彤、黄品源、吕继宏、玖月奇迹、吕薇、汤子星、霍勇等众星齐聚！晚会
暂定于 9 月 30 日晚央视综合频道 20:05 播出，10 月 1 日晚央视综艺频道 19:30
重播！

董卿、朱军、任鲁豫、蓝羽、鞠萍姐姐、李梓萌、康辉将带来诗朗诵《可爱的
中国》。张也、吕继宏演唱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李玉刚演唱《刚好遇见你》。
今年因多部热播剧人气飙升的刘涛演唱歌曲《最好的时光》。 本报综合

2017央视国庆晚会9月30日晚播出

群星云集《中国梦·祖国颂》

成龙郎朗
陪你过中秋

2017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节目单

赵薇出任
东京电影节评委

近日，第30届东京电影
节公布主竞赛单元评委名
单。赵薇将与美国演员汤米·
李·琼斯（《亡命天涯》《林
肯》）、法国导演马丁·波渥斯

（《塞拉菲娜》）、伊朗电影人
雷萨米尔·卡里米（《寻袍的
冒险》《女儿》）、日本演员永
濑正敏（《澄沙之味》《儿子》）
共组评审委员会。

这是赵薇继2010年上海
国际电影节和2016年威尼斯
电影节后，第三次出任国际
A类电影节主竞赛评审。也
是她继2009年携《花木兰》参
展第 22 届东京电影节后与
其再续前缘。由董越执导，段
奕宏、江一燕主演的中国电
影《暴雪将至》也入选主竞赛
单元，两位主演将参与最佳
男女主角的竞争。 夏天

开场歌舞《明月升》 演唱：林依轮、喻越越

歌曲《相思赋予谁》 演唱：霍尊、好妹妹

歌曲《我愿意》 演唱：齐秦、齐豫

歌曲《当你老了》 演唱：巫启贤、巫咏欢

歌曲《没离开过》 演唱：林志炫

歌曲《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演唱：凤凰传奇

歌曲《在水一方》 演唱：江珊

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演唱：汪小敏、大卫、于中美、郝歌

歌曲《月光小夜曲》 演唱：张翰

歌曲《林海雪原》 演唱：节奏部落人声乐团

歌曲《一路同心》 演唱：雷佳

情景讲述《又见铁人》 表演：张连文、大庆话剧团

歌曲《满怀深情望北京》 演唱：姚林辉、乔军

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 演唱：汪明荃

歌曲《心念》 演唱：汤非

歌曲《加油！AMIGO》 演唱：TFBOYS

歌曲《乌苏里船歌》 演唱：王晰

歌曲《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演唱：魏金栋、阎学晶

歌曲《白桦林》 演唱：佟铁鑫、关晓彤

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 演唱：殷秀梅

歌曲《国家》 演唱：成龙

歌曲《最终信仰》 演唱：尚雯婕

影子舞《但愿人长久》

表演：匈牙利Attraction魅影舞团

器乐演奏《万马奔腾》 钢琴：郎朗

马头琴：齐·宝力高 合奏：齐·宝力高野马马头琴乐团

歌曲《不忘初心》 演唱：韩磊

歌曲《追寻》 演唱：魏松、王莉

尾声歌舞《海上明月》 演唱：莫华伦、张也

（以实际播出节目为准）

中国人最为重视的节日之一中秋节已经快要来临了。和往常
一样，每一年央视中秋晚会的特邀嘉宾永远都是最大的看点，今
年将会邀请哪些大牌明星来与全国人民一起过中秋呢？据了解,
2017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将于10月4日20点在中央电视台综合
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及央视网等新媒体同步播出。

徐峥再推
新作《幕后玩家》

作为华语全能型的导
演和演员，徐峥的作品总是
会引发关注，不过自 2015 年
的《港囧》后他就鲜有动作。
近日由他监制并主演的电
影《幕后玩家》正式曝光，并
宣布定档明年“五一”上映，
同时发布了一组玩味十足
且神秘的概念海报及视频。
该视频前几日在青岛举行
的全国院线推介会上一经
曝出，立刻引发业内不小的
反响。

电影《幕后玩家》讲述
了坐拥数亿财产的钟小年

（徐峥饰），在事业如日中天
之时却突遭意外，麻烦不
断。在经过一系列的重大变
故之后，本性善良的他逐渐
实现了自我救赎。宣传视频
中徐峥大谈中国电影现状，
以“前有五十几亿票房的
狼”“后有好莱坞大片压境
的虎”比喻电影市场竞争激
烈，因此做电影更需要赤子
之心。 艾雯

《阿凡达》续集
四部花10亿美元

《阿凡达》续集终于正
式开拍了！漫长的等待和前
期制作后，近期《阿凡达2》开
拍时间的各种消息不少，而
有消息称：该系列多部续集
已于9月25日在美国加州开
拍，且将是史上最庞大昂贵
的大片系列：4部续集连拍，
预计总制作成本将超过10亿
美元！

有消息称要拍6年，考虑
到导演是詹姆斯·卡梅隆，
不过这一消息还未得到官
方证实。《阿凡达》作为3D电
影史上的开山之作已被视
为经典，大家也对续集抱有
极大期待。

据了解，4部阿凡达续集
已全部定档，《阿凡达2》将于
2 0 2 0年1 2月1 8日在北美上
映，《阿凡达3》于2021年12月
17日上映，《阿凡达4》将会在
2024年12月20日上映，《阿凡
达5》将会在2025年12月19日
上映。 西米

主持人：鲁健、孟盛楠、吴鹏、柳艳辉

为何今年
秋晚在大庆？

本次晚会共
有1 5 个城市竞争
举办地，为何最后
选择大庆呢？据央视
总 撰 稿 杨 启 航 介
绍，今年是香港回
归祖国20周年、建
军9 0周年，党的
十九大也即将召
开，中秋节和国庆
节又恰好相近，诸
多大喜事都在这一
年，所以中秋晚会选
择在“国之大庆”的大庆市
举办，意义非同寻常。 齐明

幕后

明星阵容：

成龙郎朗加盟堪比春晚

央视中秋晚会创办于1991
年，多年来一直受到全球华人
欢迎和世界媒体瞩目，影响力
和明星阵容都比肩央视春晚。
本届晚会的总导演景欣透露，
今年的中秋晚会中有成龙、郎
朗、齐秦、汪明荃、林志炫、殷秀
梅、凤凰传奇、林依轮、闫学晶、
尚雯婕、张翰、TFboys乐队和好
妹妹乐队等明星出席。

成龙和汪明荃分别演唱
《国家》《万水千山总是情》，齐
豫、齐秦同台合唱《我愿意》，巫
启贤罕见与女儿同框表演《当
你老了》，T F B O Y S合体演唱

《加油！AMIGO》，关晓彤与佟
铁鑫合作带来《白桦林》，“凤凰
传奇”的表演曲目则是《感到幸
福你就拍拍手》。

而蜚声国际的钢琴演奏家
郎朗和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
高的合力献奏，以及霍尊、汤非
等带来的中国风歌曲，将为晚

会 增 添 传 统 意
蕴之美。

节目单中还
有不少凸显北方
特色的曲目：节
奏部落人声乐团
的《林海雪原》，
艺术家殷秀梅
的《我爱你塞
北的雪》等。

而今年
节目组也首
次邀请境外
演出团队为
晚会量身定
制节目，曾
获得《英国
达人秀》总
冠军的匈

牙利Attraction影子舞团，将用
影子舞蹈讲述中国传统神话里

“嫦娥奔月”的故事。而有超高
人气的TFboys仅参加彩排引起
了不少网友围观。

舞美设计：

无人机、新媒体互动都有

今年央视中秋晚会依然以
歌会的形式为主体，同时将融
入舞蹈、诗朗诵、杂技、民俗表
演、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随着
中秋晚会第一次走进东北，走
进大庆，东北民歌、秧歌以及大
庆精神等元素、主题都将被搬
上秋晚的舞台。在舞台形象上，
将在中秋唯美意境中首次加入
粗犷硬朗的风格，通过明月、湿
地、白桦林等自然生态元素，绘
制出一幅月落平湖、秋水长天
的东北秋画。

据本届晚会的总导演李申
和景欣介绍，2017年央视中秋晚
会的看点在于“大”与“小”的结
合转换。既有中国梦、一带一路
这样大的家国情怀，也有小家
庭里花好月圆、温馨感动的亲
情画面；既有天下华人、四海同
心这样大的民族精神，也有具
体到某一个人的月下独酌、缠
绵悱恻的思念；既有火红年代
里激情飞跃、豪情万丈的场景，
也有当代中国的年轻人对时
尚、流行以及未来的解读。

新科技、新媒体、跨界互动
等新形式都将在晚会中得到有
机合理的运用。虚拟在线、视频
素材与节目内容的惊艳互动，
无人机、直升机航拍的超宽阔
视角，创意独特的舞美包装，各
个工种的全方位配合将把今年
中秋的这一轮明月装扮得更加
温馨浪漫、美轮美奂。可以说是
一场全球华人的团圆盛宴。

本报综合

成成龙龙

殷殷秀秀梅梅齐齐豫豫与与齐齐秦秦

关关晓晓彤彤

吕吕继继宏宏与与张张也也 刘刘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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