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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2018年的到来，各家
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也都落幕。星
光熠熠仍然是跨年演唱会的标
配，各路明星“加班加点”为观众
献上了精心准备的歌舞表演，不
仅丰富了观众的娱乐生活，也为
新年提供了各种谈资。

赵丽颖全程紧张

每年的卫视跨年演唱会，尽
管都有专业出身的歌手作为主
力军，承包起整个晚会的大部分
歌唱节目。但为了丰富观众的视
听，近年来，“演员跨界演唱”也
成为一大卖点、亮点。

去年搭档张继科在东方卫
视跨年演唱会中合唱《私奔到
月球》的赵丽颖，今年“过档”
到江苏卫视，和“老搭档”
吴亦凡献唱两人的合
唱新曲《想你》。真唱
上阵的赵丽颖明
显可见紧张，
演 唱 时 表
情 的 不
自 然 、声
音的颤抖也
都一一被记录
下来。《想你》本
是一首互诉衷情的
甜蜜情歌，但两人在
前半段也未见互动，现

场的“尴尬”气氛直至最后两人
那一放松相拥才有所缓解。

凭借着网剧《致我们单纯的
小美好》走红的胡一天，也在湖
南卫视献出了自己的跨年首秀。
不过一首又唱又跳的《我多喜欢
你，你会知道》后，“胡一天假唱”
也一度登上了热搜，甚至还被吐
槽假唱还不走心。而胡一天本人
在表演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
对自己的表演只打了6分。

吴亦凡杨洋造型看不懂

跨年演唱会虽然是个集体
舞台，不过不少明星珍惜个人发
光发热的瞬间，除了精心准备演
出之外，也在着装造型上狠下功
夫，以求惊艳全场。搭配得当是
为演出加分，但是下手太猛的话
却可能让画风连带话题走偏。公
认可以“靠脸吃饭”的吴亦凡、杨
洋，这次跨年演唱会上的着装造
型就让吃瓜群众“大跌眼镜”。

参加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
的吴亦凡，挑染发型和一边黑一
边白极具个性的裤子成功引起
一大波不解和吐槽。在湖南卫视
跨年劲歌热舞的杨洋，贡献“年
度魔幻舞台造型”，服装成功引
起一波群嘲。

意外以“造型”刷出话题
的还有王菲女儿窦靖童，

她也在北京卫视跨年
冰雪盛典献出自己

的跨年首秀，只
不 过 在 崇 礼
分会场，零下

20℃露天舞台上
演唱《blooming》的

她，虽然穿着军大衣戴
着雷锋帽包裹严实，还是

从表情里能看出被冻坏了。
蔡慕嘉

跨年晚会有笑点

天气太冷窦靖童冻成表情包

近日，李小璐和 Pgone（王
昊）同回男方家中且彻夜未出，
陷入“出轨风波”。而早前李小
璐、贾乃亮夫妇俩同上访谈节
目的一段视频也被网友扒出，
在该视频中，贾乃亮不但表示
可以接受李小璐有男性知己，
也一度调侃称可给对方五次出
轨机会。

虽然在“出轨风波”爆发之
后，当事两人及李小璐的老公
贾乃亮分别发了微博澄清八
卦，但网友还是扒出了各种蛛
丝马迹。而就在当晚的东方卫
视跨年演唱会上，李小璐、贾乃
亮夫妇虽仍依早前节目编排同
台甜蜜放歌，但演出结束后，二
人却未一同离开会场，也不见
二人结伴同行，引发了网友更
多猜测。

就在这桩绯闻持续发酵
时，贾乃亮、李小璐夫妇之前参
加访谈节目的一段视频亦引起
关注。在该视频中，主持人先是
问贾乃亮是否接受另一半有异
性知己，贾乃亮大方称“随便”，
李小璐则补充道：“因为我还真
是没有（异性知己），没有的。”
随即主持人调侃：“主要是因为
没有（异性知己）呢，就没事儿，

（以后）真有的话，就有事儿
了。”之后在面对“对方出轨后
主动承认错误会原谅吗”这一
问题时，贾乃亮表示：“我也不
知道原不原谅……”随后对李
小璐调侃道：“我们各自给对方
五次机会吧！” 由纪

贾乃亮曾调侃
给李小璐五次机会

原创音乐公益支教节目
《让世界听见》本周日即将迎
来收官。汪峰带领的向阳花合
唱团即将踏上前往北京的旅
途，因为路途遥远，孩子们半
夜就要出发。

寒冬的凌晨，风霜露重，
但是泸沽湖的父老乡亲仍然
赶来同汪峰和曾娇话别，并送
上土特产聊表心意。向阳花合
唱团在旅途中有什么故事发
生呢？向阳花合唱团在北京的
表现会不负众望吗？

在汪峰支教的两个月里，
他面对这些最初连音准都无
法唱准的孩子，一遍遍指导、
纠正。不仅给孩子们进行专业
的音乐教育，汪峰日常中还会
对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德智体
美劳进行引导和管理。汪峰用
他的耐心和细心融入了孩子
们的这个大集体，他用他的行
动和付出让所有的家长刮目
相看。正是这回本溯源的真挚
情感，也带给了观众如春风般
的感动和温暖。

带着孩子们去感受更大
的世界，这是汪峰从支教伊始
就默守的一条约定。此次北京
之行，既是带孩子们参与比赛
实现梦想，也是兑现诺言带孩
子们开阔眼界。向阳花合唱团
在北京会有怎样的难忘经历？
我们拭目以待。

翁君

近日，湖南卫视《快乐大本
营》曝光了一组勇敢的冒险家
海报。主持人何炅、李维嘉、杜
海涛携陈意涵、刘宪华五人共
同化身为意气风发的探险家，
与巨石强森共赴一场勇敢者丛
林大冒险。

早在 11 月，快乐家族就曾
受邀出席《勇敢者游戏》在夏威
夷举办的全球超前点映，何炅
观影后还认真地表示，如果自
己穿越到电影中，必须是巨石
强森的那款角色。此次节目组
特别发布几款勇敢的冒险家海
报，主持人何炅率领李维嘉、杜
海涛、“运动女神”陈意涵以及

“音乐才子”刘宪华集体诠释
“冒险家风采”。他们的独特造
型颇为抢眼，五人身穿迷彩色
运动外衣，置身一片荆棘密布
的绿色草丛中，身旁的犀牛、老
虎、鳄鱼、巨象等凶猛动物则暗
示了他们即将踏上未知的冒险
旅程。

据悉，《勇敢者游戏》的主
演巨石强森也将以神秘嘉宾的
身份出现在节目之中，而巨石
强森和快乐家族将会经历什么
样的旅程则成为最大看点。在
此之前，主持人何炅、李维嘉、
杜海涛携陈意涵，刘宪华在夏
威夷与巨石强森“同框”的消息
曾引发一波网友热议。

随着勇敢的冒险家海报的
曝光，其中玄机终于得以解开，
原来他们奔赴夏威夷与巨石强
森录制节目，这也令大家更加
好奇这位钢铁硬汉将如何带领
节目组“过关斩将”，上演一出
真实版《勇敢者游戏》。届时节
目播出后，自然能够一探究竟。

小万

快乐家族要去探险？

汪峰带娃“逛北京”

林林更更新新房房间间一一天天11880000元元不不打打折折

《《三三个个院院子子》》带带火火了了民民宿宿
《三个院子》

提前入住踩点3个月

据《三个院子》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为了选择合适的带院子
的民宿，导演组踩点了三个月。

根据节目设置，节目中的三
组嘉宾林更新、朱桢兄弟档，陈
小春、应采儿夫妻档，周振霞、大
张伟母子亲情档分别要住进山
里、海边、城市中的院子中，所以
节目组首先考虑的是带有鲜明
山海特色的民宿，最后选定了涠
洲岛的一间民宿。

而在节目中出现的北京四
合院，最开始导演组在筛选图片
的时候，认为该院子不够有设计
感，差点就淘汰掉了，后来综合
地点、环境等多方面还是定下了
这间。在节目录制前，导演组的
编剧住进院子中体验。北京院子
原有的厨房状况不太合适录制，
节目组为此生生打造出一个厨
房。此外，对院子的要求就是要

有家的感觉，比如北京的院子的
客厅里有一块区域是大张伟“日
常瘫”的宝地，大张伟就每天中
午都在这儿晒会儿太阳，一边跟
妈妈和其他素人嘉宾聊天。

《青春旅社》B栋民宿的负责
人表示，节目组在挑选民宿时有
两个标准，一是民宿要符合节目
的审美，二是两间民宿距离要近。
据悉，节目组在莫干山走访了数
百家民宿，有些环境不太好，有些
周边环境比较嘈杂，有些则是交
通不好控制。尽管节目组有意避
开人群，但由于有多位当红偶像
参与，拍摄中仍然吸引了不少粉
丝，一度把路都堵住，原定的部分
菜市场拍摄环节也因此取消。

《亲爱的客栈》

保留节目痕迹受欢迎

据《三个院子》的工作人员
介绍，节目中的每一个院子都租
了两个月，到期都需要给房东恢
复房间原貌。三个民宿的租金也
都是按照市场价来租的，房东没
有因为是用来录节目就打折，台
州的院子林更新住的一个房间，
入住期间是一天1800元。而且导演
组在改造房屋时，房东都带了自
己的设计师来现场，因为要在院
子里埋线，还会在树上挂一些彩
灯之类的装饰，房东都很在意。

民宿负责人表示，节目一共
拍了4个月，每月来拍3、4次，每

次2-4天。“所有场地，包括卧室
都有摄像头，其他客人没法入
住。而且所有场景，包括明星用
过的物品，我们也不能动。每次
拍摄结束后，他们就封场地了”，
所以节目组和民宿签了4个月的
合同，“说白了，能跟他们合作，
我更省心一点，更轻松一点。”

目前《三个院子》刚开播，
《青春旅社》和《亲爱的客栈》已
收官，记者就节目播出后，民宿
的营业增长情况采访了后两家
民宿的负责人。《青春旅社》民宿
负责人表示，由于节目中没有提
到民宿的名字，所以在客流量上
尚未产生显著影响。但负责人明
确表示，不会借此涨价。

节目拍摄结束后，《亲爱的
客栈》民宿虽然已经回归正常经
营，但还是保留了不少节目的痕
迹。除了“亲爱的客栈”字样的标
志，为了让嘉宾居住而临时加建
的员工房也没有拆除。

王雪琦

随着近期《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三个院子》的播
出，民宿，这个早就被自由行游客青睐的住宿类型又火了一
把。这些明星入住的民宿都是怎么挑选的？有没有带来该民
宿客流的上升？被选中的民宿有没有给节目组打折呢？有媒
体采访了这三档节目的制作方和民宿经营者，探寻综艺选
拔民宿的标准与合作方式，以及后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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