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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演唱会，今年他们这么玩！

在东南卫视《鲁豫有约大咖
一日行》最新一期节目中，鲁豫对
话实力派演员潘粤明。凭借最近
大热的网剧《白夜追凶》，43岁的
潘粤明已然成为演艺圈“翻红”的
现象级代表人物，节目中谈及《白
夜追凶》，他却说：“没想过会这么
火，自己运气很好。”

自曝会半夜煮方便面

在《白夜追凶》之前潘粤明
留给大众的印象一直都是清瘦
的白面书生和富家公子哥形象，
不过如今日益发福的他暴露出
的“吃货”属性倒是让人看到了
其发胖的真正原因。节目中，鲁
豫和潘粤明来到了北京的一家
日料店内，边吃边聊，当听到主
持人鲁豫说“日餐很健康不会
胖”时，潘粤明本人再次展露了
自己的“吃货”一面：“你早说
啊”。更自曝晚上看完剧本后会
煮方便面吃而且“方便面很好
吃”。有趣的是，虽然感叹自己一
吃脸就特别圆，潘粤明却依然停
不下继续点餐的节奏。

受家庭环境熏陶，学生时期
的潘粤明曾多次凭借自己的书
法和绘画作品获得奖项，如今的
他也时常在微博上晒出画作来，
引得粉丝一片叫好。吃饭环节

中，潘粤明就向鲁豫晒出了手机
里画的“达摩”和“超人”，让鲁豫
赞叹：羡慕一个会画画会唱歌的
人。不过，最让众人惊讶的还是
潘粤明晒出的“素颜鲜肉”照，连
他自己都感叹那时候“多瘦”，主
持人鲁豫更是直呼“真看不出来
是你”。

没想到会再红

谈起蛰伏多年后
凭借网剧《白夜追
凶》再次“翻红”，
潘粤明表示：“一
点都没有想到，因
为自己只是按部就
班的去干活而已。”而

《白夜追凶》在自己看
来是个值得珍惜的
剧本，“积极的东
西迎面砸来就
应该积极的去
面对”。而在
剧中一人分
饰两角的表
演也让他大受
好评。

对于大火
之后的心态，
他告诉主持
人 鲁 豫 ：

“更开朗，对事情没以前那么紧
张。”演艺圈更新换代频繁，潘粤
明吐露心声：“曾经没活时自己
非常紧张，也很没自信。因为演
员在圈子里没声音的时候工作
就会充满不确定性。”

身处名利场，没有经纪团队
的潘粤明显得有些另类，他坦言
自己缺乏经营的头脑，并不懂宣
传，而在事业上果断表明观点和
态度也是自己的弱项。当鲁豫建
议其找一个合作伙伴分担时，
潘粤明流露出些许无奈：“全

世界最难找的就是合
作伙伴，最对最合适
的才最贵。”

事业之外，潘
粤明在感情上的
几多波折也一
直 都是大 众
关注的焦点，
节目中对于
未来的爱情
和婚姻生活，
他 表示依 然
相信爱情，而
将来是否会
再次走进婚
姻更多的还
是随缘分。

刘琪

潘粤明：没想过会再度大火
11月13日，四川传媒学院官

方宣布，将联合夏陈安专家团
队组建国内首个综艺影视学
院，不到一个月时间，12月8日，
又一个重磅消息传来：北京文
化董事会发出公告，夏陈安辞
任北京文化总裁。在牵手北京
文化两年，并且一手组局了以

《极限挑战》、《跨界歌王》和《高
能少年团》为代表的“综艺集
群”之后，夏陈安此番再度选择
换一条轨迹、换一种身份去探
索文化产业的前路——— 看来，
这回他是真的要用教育去撕开

“传媒+”的口子。
两年前夏陈安在职业生涯

的高点华丽转身，从风光无比
的浙江卫视总监改做了一名

“北漂”，这次“西南飞”，外人同
样无法理解。“我说我去四川传
媒学院，很多人以为就是走走
过场，挂挂名头”，夏陈安愈发
深切体会到，国产综艺产业的
真正痛点在于源头的乏力，“今
天的传媒市场尤其是我擅长的
综艺市场，单纯在综艺这一方
天地搏击起舞，想象的空间早
已没有了无限大，可是传媒和
教育的火花一旦擦出来，火势
是会很旺的。我相信，那里才是
国产综艺真正的未来。” 周安

综艺大佬
投身综艺教育

《爸爸去哪儿 5》迎来大结
局，一直对小泡芙疼爱有加的
陈小春在最后这期节目里却说
自己不愿意做小泡芙的干爹，
而是希望小泡芙做自己儿媳，
脑 洞 大 开 的 他 已 经 帮 儿 子
Jasper 做好打算“如果泡芙做
干女儿的话，以后 Jasper 长大
了就不能跟她相爱了”。

自《爸爸 5》播出以来，陈
小春一直对小泡芙宠爱有加，
网友甚至点评陈小春对小泡芙
和 Jasper 的态度是“大型双标
现场”。节目中，刘畊宏说，如果
陈小春暂时没有女儿，可以把
小泡芙给他做干女儿。采访中，
陈小春说：“四岁、几岁时小孩
子可以认识，到十年、二十年
后，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觉得
那个绝对是很美妙、很美好的
事情。”面对刘畊宏“让小泡芙
做陈小春干女儿”的提议，陈小
春认真想了想回答道：“如果泡
芙做干女儿的话，以后Jasper长
大了就不能跟她相爱了。这样
子的话，就会把那个机会留给
啊哈（嗯哼），就会有点不公平
啦。所以还是继续叫我小春叔
叔好吗？” 王闻

陈小春盼
小泡芙当儿媳

由 CCTV4 中文国际频道
打造的全球首档电影文化竞赛
类节目《环球影迷大会》将于本
周六晚 22 点播出第二期武侠
主题。武术宗师袁和平空降助
阵，亲身展示经典武侠招式，自
曝演员拍打戏暗藏玄机。

据了解，在上期战争主题
中，海量国内外影片的出题范
畴，让网友戏称其为“战争片单
收割机”。此外，盲人选手看电
影、50 后阿姨被赞“行走的电
影百科全书”都曾引起广泛热
议。本期武侠主题回首江湖儿
女梦，高山、尹鸿担任专业嘉
宾，《奇门遁甲》导演袁和平、制
片人魏君子空降助阵。武术宗
师袁和平曾凭借《卧虎藏龙》、

《功夫》、《一代宗师》而屡获台
湾金马奖、香港金像奖最佳动
作设计奖，现场八爷重现经典
武侠招式，引得台下阵阵欢呼。

左立

袁和平助阵
《环球影迷大会》

唐德影视与 talpa 公司关
于“中国好声音”的版权纠纷
发生近两年，日前又有新进
展。12 月 6 日，中国好声音的
原版权方荷兰制作公司 Talpa
发布声明表示，放弃对中文

“中国好声音”的使用及商标
主张和索赔。

据该声明显示，Talpa根据
其与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的“Th e v o i c e o f
China”授权协议中的条款，有
权终止该协议。故而，唐德公
司无权再在大中华地区内制
作“The voice of China”节目。
此前，Talpa公司Talpa单方中
止对唐德授权“the vo ice of
china”并索赔4125万美金，而这
份声明也意味着Talpa将放弃
索 赔 ，但 也 决 定 终 止“ T h e
voice of”的节目模式在中国地
区的授权合作。 陆玖

Talpa 放弃“好声音”
中文商标索赔权

近几年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越来越为人们
所喜爱，以“演唱会”跨年仿佛成了约定俗成的节
目。而在今年的年末狂欢中，各大卫视也已经陆续
公布演出阵容和主题。从目前公布的阵容来看，各
家卫视的主题大不相同，好玩的元素并不缺少，观
众的遥控器可是不好选了。

演唱会的策划上，发挥平台“综艺矩阵”的优势，由
浙江卫视多档主打综艺节目常驻嘉宾组成表演阵
容，通过多种互动形式，为全国观众奉上一场年终
综艺大联欢。

据悉，浙江卫视“领跑2018”跨年演唱会将在
深圳湾体育中心举办，邓超、杨颖、李晨等组成的

《奔跑吧》兄弟团将集体跨年；《梦想的声音》导师
团也将实力放歌；多年未能同台的S.H.E组合，也
将为观众带来经典旋律重现……

除了12月30日的领跑2018演唱会，浙江卫视
还将在12月31日推出“2018思想跨年盛典”，邀请
马东、高晓松、张召忠、吴晓波及20位各行各业观
点独到、观念新潮的年轻人作为演讲人，通过对各
种社会现象的盘点和梳理，以思想和内涵带领观
众总结2017、展望2018、走进新的一年。

北京卫视：

奥运冠军齐跨界 大牌明星热力加盟

北京卫视跨年晚会正在如火如荼的筹备中，此
次2018环球跨年冰雪盛典将以“天涯共此时，冰雪加
速度”为主题，分别在北京、崇礼、哈尔滨推出冰上
盛典、酷雪音乐节、冰雪嘉年华三大冰雪盛事，12月
31日19:30将在北京卫视、河北卫视、黑龙江卫视同步
播出。除明星大牌坐镇外，盛典别出心裁的特邀奥
运冠军跨界助阵，力求在跨年晚会中打造一个独具
特色的视听盛宴。

2018环球跨年冰雪盛典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不
同于其它的跨年晚会，此次跨年晚会北京卫视将以
助力冬奥为核心，联合河北卫视及黑龙江卫视为冬
奥助威。北京卫视邀请到了张继科、孙杨、惠若琪、吴
敏霞等一系列奥运冠军加盟。为了贯穿冰雪元素为
冬奥助威，花滑世界冠军申雪赵宏博也将现身助阵，
带来唯美的花滑表演。除了各式的冰上表演外，北京
卫视将延续跨界的概念，此次盛典奥运冠军和明星
艺人将以共同热爱的冬奥项目分组合作，高台跳雪
运动员当家花旦李妮娜搭档沙宝亮，单板滑雪U型池
运动员张义威搭档夏雨联合演绎歌曲串烧。

此次环球跨年冰雪盛典考虑到受众的广泛需
求，除了邀请到了朴树、杨坤、崔健、齐秦等一系列
大牌艺人，同时还邀请到了窦靖童、韩庚等非常受
年轻人喜爱的艺人。届时，观众朋友们将会欣赏到
奥运冠军们的跨界表演、奥运冠军与明星的跨界合
作以及意想不到的艺人们的首次合作献唱。

浙江卫视：

综艺+回忆杀 导师唱将实力坐镇

12月30日，浙江卫视2017-2018跨年演唱
会，将以“领跑2018”为主题，先于其他卫视
在元旦小长假第一天举行直播。结合前几
年的成功经验，浙江卫视将继续在跨年

湖南卫视：

青春向上快乐做伴 新老朋友嗨翻全场

青春、快乐，这两点其实是湖南卫视跨年演唱
会一以贯之的整体概念。据今年跨年演唱会总导
演安德胜介绍，新一年的跨年演唱会依然将延续
这些气质，“我们会邀请今年娱乐圈、影视界、音乐
界的重磅大牌和正能量的艺人参与到跨年这场盛
宴中。”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嘉宾和节目创意向来
都会给大家惊喜，今年也不列外，在跨年的舞台
上，会有不少的新老朋友欢聚一堂，热情嗨歌。
2017年的湖南卫视在综艺上趟出了新路，依靠《向
往的生活》《花儿与少年·冒险季》《中餐厅》和《亲
爱的客栈》引领了慢综艺的风潮；又借由《因为遇
见你》《人民的名义》《楚乔传》《猎场》等热门剧集
延续了电视剧场霸主之位，再加上《歌手》《我想和
你唱》《让世界听见》的音乐综艺带和《七十二层奇
楼》《我们来了》《神犬奇兵》等等。这些作品中的嘉
宾和演员，都是跨年演唱会重点邀约的对象。

2018年，包括《甜蜜暴击》《如果可以这样爱》
《谈判官》《凉生，可不可以不忧伤》等大剧将陆续
登陆，这其中的演员们也是2017-2018跨年演唱会
的坚实后备力量。安德胜也重申了“节俭办晚会”
的主旨，表示湖南卫视选择明星嘉宾的标准从来
都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他强调，会有最红的

人、最熟悉的歌，也会邀请有潜力的乐坛新
星参与湖南卫视的跨年。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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