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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视《维和步兵营》

杜淳挑大梁出演剧版“战狼”

TV

获得黑马级收视的音乐
综艺《蒙面唱将猜猜猜》自9月
重磅回归江苏卫视，如今播出
过半，收视依旧抢眼，连续五
周蝉联周日全国卫视综艺节
目收视冠军。

歌手全龄层升级

这一季《蒙面》在歌手层
面上呈现全龄升级，在唱将的
选择上兼容并蓄。《蒙面》一网
打尽70后、80后、90后乃至00
后，可谓造就了一场打通代际
的全龄音乐盛宴。“吉普赛姑
娘”成方圆不忘初心、“煎蛋
侠”黎明画风突变、“调色盘”
周传雄康复回归，“火猩哥”杜
德伟开口便道尽“回忆杀”，让
观众感叹：爸妈当年追的星都
来了！

节目感动之余，分别在第
二期第三期揭面的“宝宝”杜
淳、“八块腹肌”郑恺、“裁缝”
大鹏，这些作为演员跨界的代
表，也引发观众对歌手多样化
的期待。当然，《蒙面》中音乐
新秀亦层出不穷，为乐坛注入
源源不断的新鲜动力。选秀出
身的歌手吉克隽逸、陈楚生、
萱萱等纷纷卸去过往重新出
发，网络歌手汪苏泷加盟极获
关注，素人歌者蔡宗强的加入
打破了全明星阵容的刻板定
律，大大满足了广大年轻观众
的期待。

影视剧金曲大热

作为一档音乐节目，《蒙
面》除了“猜”的乐趣以外，音
乐性也丝毫不受影响。《蒙面》
总导演王晨辰提到，“做电视节
目首先要考虑到的是传播。激
荡人心的歌曲，富有情怀的歌
曲，耳熟能详的歌曲，更容易让
观众有代入感，被打动。”所以
才有了《夜夜夜夜》、《我的心里
只有你没有他》、《龙卷风》等大
热金曲。乐评人纳兰惊梦这样
评价《蒙面》的音乐类型，“节目
更加侧重与观众之间在音乐
情感上的互动共鸣。”

《蒙面》不仅追溯经典，更
用不同的音乐牢牢抓住全龄
观众层。杜淳和范玮琪合唱的

《我要你》，汪苏泷的《追光者》
等热门影视剧的主题曲萦绕
耳边，节目更大胆启用一些冷
门歌曲，《好歌曲》唱作人许均
创作的《自己》，由范玮琪演唱
后挖掘了新的音乐味觉，著名
乐评人爱地人这样评价，“经
过这样的挑战和突破，范玮琪
一定也发现了自己演唱的潜
能，从今以后可以挑选更多像
许钧这样的实力新人的作品，
想想都是双赢的好局面。”

一首首耐听的“蒙面金
曲”，在新鲜感上给观众带来
更多意想不到的感受，让节目
更具互联网气质。
特别提示：江苏卫视《蒙面唱
将猜猜猜》每周日晚20：30播
出，敬请关注！

江苏卫视《超凡魔术师》

女排队长惠若琪现身出题

魔幻人生需刻苦训练

在一场紧张刺激的球赛
决胜时刻，解说员兴奋地大
叫：“惠若琪探头把球打起
来，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这场比赛就是2016年里约
奥运会的排球决赛，中国
女排在决赛中以 3：1 战胜
塞尔维亚，获得了奥运会
冠军，惠若琪作为当时中
国女排的队长，站上了奥
运会最高领奖台。同年
10 月 20 日，惠若琪也获

得 2016 网易时尚跨界盛
典年度最具人气运动员大

奖，是人气与实力都毋庸置
疑的排球女将。

年仅 15 岁的惠若琪在
2006年代表南京市参加了江
苏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并收
获了室内排球和沙滩排球
两项冠军。在一段时间的
专攻训练排球中，她正式
成为了江苏女排这个团
体中的一员。一个月后，
惠若琪便坐上了团队主

力的位置，代表江苏女排参加
了全国女排联赛。而且和其他
身材高大的队员相比，惠若琪
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她不仅具
有网上优势，后排的一传和防
守也丝毫不差。

惠若琪拥有这样的魔幻人
生，并不是凭靠一时的技巧训
练，而是从小就开始的排球训
练与对排球的热爱，她练就的
扎实的基本功为她赢得了球场
上荣誉。而魔术又何尝不是如
此，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
十年功”。魔术师通过对魔术的
热爱以及刻苦的训练，才能在
舞台上大放光彩。因此，惠若琪
对魔术师的表演理解非常深
刻，她表示：“魔术师也和运动
员一样需要十年如一日地练
习，在所在的领域有所突破就
是对自己最大的肯定，所以我
很期待魔术师们的表现。”

冠军也爱超能英雄

首期节目的竞演现场，在
主持人李响与观众的热烈欢迎
下，魔唤师惠若琪登场，她作为

节目的重要来宾，为五位魔术
师 带 来 首 期 节 目 的 竞 演 主
题———“超能英雄”。

在酷炫的AR技术“超能英
雄”字样下，惠若琪镇定自若地
开始解说竞演主题，她直言：

“超能英雄总有不同于常人的
超能力，他总是会在人们需要
他的时候出现，无所不能！我相
信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超能
英雄，他可能是电影中的超能
角色，也可能是小说中的传奇
人物，也可能是你身边某个默
默为你付出的人！不管这个超
能英雄是谁，我相信他总能带
给你惊喜和美好！我自己一直
有一个关于超能英雄的梦，今
天来到这里，我希望能在今天
的舞台看到我心中的超能英雄
的模样！”

究竟现场惠若琪能否在五
位竞演魔术师里看到自己心中
的“超能英雄”？魔术师们又将
带来怎样精彩的神奇魔术？
特别提示：江苏卫视《超凡魔术
师》10月13日起每周五晚22：00
播出，敬请期待。

10 月 13 日晚 22：00 江苏卫视《超凡魔术师》迎来盛大首播，首期节目的“魔唤师”范冰
冰、曾舜晞、陈智玲、魏坤琳四位分别来自演艺界、魔术界和科学界，而记者从江苏卫视

《超凡魔术师》节目组了解到体育界也不甘示弱，前中国女排队队长人气少女惠若琪也将
作为魔唤师加盟首期节目，并且现场担任出题嘉宾，对魔术师们抛出竞演主题。首次加盟
魔术综艺的惠若琪，对节目十分感兴趣，对自己发布的“超能英雄”主题十分期待，现场直
言：“希望看见不可思议的魔术和手法了得的魔术师，更期待看见心中的超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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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视传奇大剧《那年
花开月正圆》在收视、口碑双丰
收的金秋之际刚刚落下帷幕，
由宁海强、翌翔执导的中国首
部维和题材电视剧《维和步兵
营》已于10月10日登陆幸福剧
场，以“蓝盔战士”慷慨激昂的
热血能量燃爆荧屏。

10 月 9 日，《维和步兵营》
举行了开播发布会，剧中主创
杜淳、贾青、徐洪浩、刘润南、何
达、马渝捷、杨凯程、范津玮、孙
晶晶等演员在发布会现场分享
了该剧拍摄的台前及幕后的精
彩看点。

战争剧情都是实景

由吴京执导的《战狼2》在
今年暑期档创下了国产电影票
房新纪录，也在炎热的夏季掀
起了一股狂热的爱国风潮。而

《维和步兵营》是以全能战神林
浩楠和“中国维和步兵营”这支
队伍的共同成长为主线，讲述
了维和步兵营从无到有，并在
一次次英勇奉献和流血牺牲中
不断成长、壮大的故事，全景展

现了中国维和作战部队的发展
轨迹。

发布会现场，谈到《维和步
兵营》与《战狼》的异同，导演翌
翔认为和《战狼》相似之处在于
同时反应了利比亚撤侨的部
分，《维和步兵营》与《战狼》最
大区别就是，《维和步兵营》反
应的都是真实事件，战士们所
有的状态都是真实状态。

《维和步兵营》集结军队力
量，英雄儿女情长，以及铁骨铮
铮的爱国热血，正能量相当爆
棚，也号称“电视剧版战狼”。总
导演宁海强向观众提及该剧的
投入及制作细节：“可以说《维
和步兵营》这部剧中反应的战
争、爆炸都是真实场景，甚至没
有用过任何替身，片中包含了
很多情感，比如：爱国情、爱情、
友情、亲情。”

演员全程不用替身

《维和步兵营》的大家情怀
足以振奋人心，而围绕剧中角
色所展开的情感线索，也彰显
了军人铁骨下的柔情一面。在

发布会现场，贾青也向观众透
露了在剧中的情感线，与杜淳
之间也将上演一段“女追男”的
爱情戏码。作为一名战地记者，
饰演海蓝的演员贾青体验了多
场爆炸戏，杜淳自然少不了英
雄救美的桥段，“本来爆炸戏应
该是贾青在我后面，结果爆炸
时候吓得跑到我前面，变成了
我垫后。”杜淳回忆道。对此，
贾青透露：“我之前也接触
过爆炸戏，但是真没想
到这部剧爆炸是如此
真实。”

剧中
男 儿 气
概 响 当
当 ，以
马渝捷
为代表的女子力
量也是巾帼不让
须 眉 ，发 布 会
上，马渝捷也对
女子参加维和部
队发表了自己的感
想：“在作战中，军
人都是战士，女兵

也是军人的身份并不会把自己
和男兵区分开来，心中也只有
军人的使命感。在境外参与维
和行动中，首先想到的是国家
形象，一言一行都体现着中国
军人的精神”。
特别提示：江苏卫视幸福剧场

《维和步兵营》每晚19：30播出，
敬请关注！

江苏卫视《蒙面唱将猜猜猜》

歌手唱出回忆杀

惠惠若若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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