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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视星光熠熠

现代古典结合新鲜感足

9 月 21 日，2017 年东方卫视
中秋晚会进行了录制。费玉清、
张柏芝、华晨宇、杨颖、沙宝亮、
李荣浩等明星悉数到场。本次晚
会以“花好月圆，为美而生”为主
题，寄托了对中秋佳节的美好祝
愿，也将呈现给观众许多耳目一
新的演出。

东方卫视中秋晚会上还会
出现许多观众都未见过的新鲜
表演。晚会主题“花好圆月”分别
对应了戏曲、武术、诗词歌赋、中
华习俗四个板块，这些板块元素
被一一融入表演中，让人眼前一
亮。比如在戏曲板块，黄龄就在
歌曲《痒》中加入了越剧唱腔，带
来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嘻哈少
年养鸡则把电子音乐与中国传
统乐器相融合，演奏出“更有意
思的音色”。观众耳熟能详的《暗
香》也将首度被改编，“探戈版”
值得期待。

此外，霍尊还将与傅琰东合
作挑战魔术。一边唱《卷珠帘》一
边想着魔术动作，对霍尊来说难
度不小。“魔术确实很妙，但我可
能没有天赋，感觉还差
点。”霍尊在表

演前十分紧张，生怕演砸了，“唱
歌穿插魔术，我脑子会转不过
来，到时候不要露馅就好了。”

而首次在中秋晚会上为观
众献唱的杨烁上台前也没什么
自信：“我心里很忐忑，我没有怎
么演出过，又感冒了，只能尽力
而为。”尽管十分谦虚，但杨烁一
开口，充满磁性的“低音炮”依然
俘获了全场粉丝的心。

虽然许多明星因为工作无
法与家人团圆，但东方卫视中秋
晚会却给了众人一种“回家”的
温暖氛围。大部分嘉宾都是东方
卫视的老朋友，费玉清、华晨宇、
沙宝亮等都在东方卫视各档综
艺、晚会中有过合作，此番相聚
中秋晚会也是一场“老友会”。
播出时间：东方卫视中秋晚会将
于 10 月 4 日晚播出。

湖南卫视打破常规

征集素人与明星同台献艺

湖南卫视的中秋晚会也备
受观众期待，今年，湖南卫视中
秋晚会也正在如火如荼地筹备
当中，继陈学冬出演的首条形象
宣传片上线播出后，由湖南卫视
热播剧《美味奇缘》主演 Mike 和

毛晓彤携
手出演的第
二 条 形 象 宣
传片也已上线
播出。这两条以
中 秋 月 亮
为 主 题 的
宣传片，无
论是剧情构
思还是成片质
感都获得了网友
们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今年
《中秋之夜》会重点
体现月亮这一从古
至今寄托人民相思
情感的意象，将月亮
拟人化，通过线下互
动和晚会现场互动，让
观众可以把中秋祝福传
递给最在意的人。

目前，《中秋之夜》正
在紧密筹备中，那么今年
都会有哪些明星大咖加盟
呢？除了此前曝光的
Mike、毛晓彤、陈学
冬、郭碧婷、胡夏、
汪苏泷、、狮狮子子合合唱唱团团、、22001177 快快乐乐
男男声声、、赖赖雨雨濛濛等等明明星星之之外外，，还还特特
别别邀邀请请到到了了小小戏戏骨骨《《红红楼楼梦梦之之刘刘
姥姥姥姥进进大大观观园园》》剧剧中中的的 77 位位演
技爆表的“小戏骨”和一群戏
曲少年，这些十岁左右用实
际行动传承经典的小朋
友，将以“戏曲+小品”即

“戏中戏”的形式在《中秋
之夜》带来精彩绝伦的《赏
戏大观园》。

别看这群小朋友小小
年纪，他们可个个都是实力

派。《红楼梦之刘姥姥
进大观园》中的

7 位小戏骨
因 为 精

湛的演技引得观众连连称赞。同
样小小年纪，四位戏曲少年也在
戏曲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岳子
豪、王思琦唱起戏来有模有样，
张楚怡被誉为“戏曲小精灵”，褚
天舒被视为是中国传统京剧接
班人。当小戏骨遇上戏曲少年，
当《红楼梦》邂逅中国传统戏曲，
相信这群技能满满的小嘉宾必
定也会为观众带去一场别开
生面的关于传统文化的饕餮
盛宴。

此外，今年的《中秋
之夜》将打破传统，延续
频道综艺中广受好评
的“星素结合”形式。
除了在歌曲表演方
面有星素合唱的环
节，导演组也开启
“洪荒之力”，脑洞
大开地把明星加入
到传统民间艺术团
队中，共同展现精
彩绝技。

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已经联
系到了多家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的传统民俗表演的民
间团队，并将尽快安排

明星们融入这些民间团
队，学习传统民俗表演，在

《中秋之夜》闪亮登场。
播出时间：湖南卫视《中秋之

夜》将于 10 月 4 日晚 19：30 播出。
本报综合

卫视中秋晚会

总有你想看的明星星在在这这里里
结婚六周年纪念日
张杰宣布谢娜怀孕

谢娜终于怀孕了！在网友
们催生了六年后，张杰终于在
微博分享了老婆谢娜怀孕的好
消息。9 月 26 日，在结婚六周年
之际，张杰在微博写下：“今年
的结婚纪念日，我们有了最好
的礼物，娜娜，辛苦了，永远爱
你们，你们都是我的宝贝”。随
后，谢娜转发微博，甜蜜表示：

“最喜欢吃你每天早上给我煮
的营养餐，心里甜甜的，嫁给你
是我的幸运，现阶段更是我觉
得人生最幸福的日子，未来的
日子我们共同加油，和我们的
宝贝一起幸福快乐的走下去！”

谢娜和张杰因《快乐男声》
结缘，2011 年七夕，两人正式对
外公布婚讯，9 月 26 日，谢娜与
张杰在云南香格里拉举行婚
礼。结婚六年来，广大网友一直
操心着谢娜的肚子。作为高曝
光率的女艺人，谢娜但凡离开
公众视线一段时间，必然被传
怀孕；只要去医院，就会被怀疑
有孕；更是因为被拍到小腹隆
起的照片而被传有孕多次。

今年 8 月，谢娜发自拍照
配文“想你们”，何炅留言“居然
没胖”，又被网友当成怀孕。不
过这次广大吃瓜群众终于猜中
了。在一次次的否认后，小两口
终于迎来了好消息，并且选择
了 9 月 26 日这个特殊的纪念
日与大家分享了喜讯。 宸宣

何洁曾家暴赫子铭？
9 月 26 日，何洁工作室微

博发文称：鉴于网络出现针对
本工作室艺人何洁涉入“家暴”
的不实言论，为防止谣言扩散，
特严正声明：对于别有目的失
实造谣与抹黑性炒作，我方坚
决地予以鄙视加谴责，并保留
法律追诉权。

近日，赫子铭好友樊昊仑
发微博称赫子铭曾遭遇家暴，
疑似暗指何洁欺人太甚，打压
赫子铭，而且不让赫子铭看望
两个孩子。该传言也得到何洁
工作室第一时间回应，称其为
不实言论。不少网友力挺何洁：

“家暴？警察叔叔看了都想笑。”
英子

张韶涵范玮琪不合
结婚喜饼都被退回

据报道，歌手张韶涵和范
玮琪日前在节目《蒙面唱将猜
猜猜》同台，让“不合说”再次浮
上台面，就连 2010 年零互动的
合唱视频也被网友翻出，虽然
是合唱，但整场 3 分多钟的演
出二人完全没有互动，甚至不
曾站在同一个平面上，被网友
封为“史上最冷同台”。如今又
被爆料当初张韶涵退了范玮琪
和陈建州的结婚喜饼。

据传，范玮琪陈建州 2011
年婚礼宾客名单没有张韶涵，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他们
决定要结婚的时候，范玮琪曾
经快递喜饼给对方却遭退货，
习俗上收到喜饼是绝对不能退
货的，因为代表着“不祝福”之
意，而此举就是压垮她对这段
友情死心的最后一根稻草。范
玮琪和张韶涵方对此尚未做出
回应，陈建州则表示不会再对
此多作回应，“每次都无缘无故
扯到我们，这样很不好。”森云

今年中秋节与国庆节连在一起，足足要放八天假，这一个多星
期的假期，晚会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央视中秋晚会早早公布了
明星名单与举办地点外，其他地方卫视也卯足了劲儿在晚会上下
功夫，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都争先恐后，无论在创意方面
还是表演嘉宾方面，各家卫视都拿出了自己的长处。而播出时间，
基本都集中在了 10 月 4 日晚上，看来 10 月 4 日晚上观众为了自己
喜欢的明星，手上的遥控器会很忙。

今今年年中中秋秋晚晚会会幕幕后后
还还有有这这些些花花边边！！

尽管距离国庆假期
还有几天时间，但是关
于各卫视中秋晚会的消
息仍然不绝于耳，而与

晚会相关的明星与节目
单，也从网上流传开来。

薛之谦负面缠身

从中秋晚会出局

近日，薛之谦遭李雨桐控
诉骗钱骗感情等负面新闻，人
设几乎崩塌。虽然薛之谦对负
面传闻基本进行了全盘否认，
不过，薛之谦原定录制的东方
卫视中秋晚会，也已被取消。

据知情人透露，电视台方
面担心深陷负面话题的薛之谦
届时不能过审，已停止此番合
作。而早些时候，活动主办方曾
通知媒体薛之谦将出席本次晚
会，网上还流出节目单，其中包
括薛之谦演唱《演员》以及和主
持人朱桢一起表演脱口秀。

浙江卫视中秋晚会

《新歌声》是主力军

浙江卫视往年都将
自己的王牌综艺节目与
晚会相结合，今年也不
例外。正在热播的《中
国新歌声2》成为今年
浙江卫视中秋晚会的
主力军，据悉，浙江卫
视中秋晚会已经录制，

刘欢、那英、周杰伦、陈
奕迅四位“新歌声”导师将
携各自优秀学员倾情献唱。
网上爆料的歌单包括：刘欢将
献唱《落叶》《情怨》，那英《三生
三世》《长镜头》，陈奕迅《谁来
剪月光》《积木》，周杰伦《乌克
丽丽》《想你就写信》等，具体歌
单尚处于保密阶段。

李荣浩录制前夕摔伤

强忍腰伤撑完全场

在东方卫视中秋晚会录制
的当晚，轮到李荣浩表演时，他
坐着轮椅被助理推上舞台，又
艰难地从轮椅移动到凳子上，
最终坐着唱完了两首歌。而音
乐一停，李荣浩就主动向观众
打招呼说抱歉，称自己摔伤了，
实在没办法只能坐着表演，“我
现在腿和腰都动不了。”

原来，就在当天早上，李荣
浩在酒店的浴室里意外滑倒，
摔伤了腰椎。对此，李荣浩感
慨，“连以前出车祸都没有今天
这样严重”。尽管疼痛难忍，
李荣浩依然还是高水准地
完成了表演。 本报综合

陈陈学学冬冬

郭郭碧碧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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