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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距离 2018 年除夕
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作为每年春
节假期的重头戏，一年一度央视
春节联欢晚会自然是全国乃至
全世界华人最为关注的盛会。1
月15日下午，央视春晚语言类节
目五审展开。贾乃亮、杨紫、郭冬
临、蔡明、潘长江、李雪健、张晨
光、李明启等悉数亮相。

李雪健杨紫搭档演小品

据春晚知情人士透露，狗年
春晚，邓伦和杨紫将以新人的身
份搭档李雪健，共同完成一部喜
剧小品。据看了节目的现场观众
反馈，三人将上演一部“高铁奇
遇记”：杨紫和邓伦两位年轻人
在高铁上遇到了李雪健，由此展
开了一段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
的啼笑故事，以呼吁年轻人常回
家看看，关爱孤寡老人。据报道，
此次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可能会
超过十个。除了延续以往分会场
的模式以外，语言类节目数量的
增多，众多人气演员的跨界成为
狗年春晚的又一大亮点。

作为一场老少咸宜的晚会，
春晚的节目设置不免要考虑到
不同人群的需求。红色正统的革
命内容的节目更受老年人的欢
迎；小品相声等反映社会热点的
内容更受父母辈中年观众的青
睐；而年轻的观众则是对于新
鲜、有趣的节目形式，和人气较
高的年轻面孔更感兴趣。同时，
由于南北方生活习俗和文化上
的差异，春晚在南北方的收视率
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如

何能既吸引不同年龄层的观众，
又符合南北方口味的差异是历
年春晚一直努力的方向。

文化因素成主要特点

在过去的 2017 年的春晚，
以 2016 年热播的影视作品《欢
乐颂》的主要演员和热门的偶像
团体 TFBOYS 开场，并邀请人
气明星胡歌、王凯、陈伟霆、鹿
晗、井柏然等进行表演，吸引了
众多年轻观众。同时，语言类节
目中，多个节目都聚焦过去一年
中社会的热点，直面社会时事，

折射百味人生。
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春晚

中，文化因素也是春晚节目的主
要特点。狗年春晚将涵盖更多的
文化元素，将2017年的大事件都
体现在春晚的表演中。鉴于近年
来《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综艺
类节目广受好评，狗年春晚会增
加很多文化味浓郁的节目，“一
带一路”、中华百家姓等元素，中
华百家姓歌曲均有望登上央视
狗年春晚的舞台。此外，跨界演
员的参与也是春晚的看点之一，
据悉，在日前的语言类节目终审

时，不乏“容嬷嬷”“薛甄珠”等熟
悉的面孔出现在现场。本次春晚
将邀请人气演员参与语言类节
目的编排，引起众多观众尤其是
年轻观众的关注。

素人比例增加更接地气

据目前得到的官方消息称，
2018 年狗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比例将大幅度上升，央视春晚通
过官方微博剧透，本届语言类节
目“不论是题材内容、体裁样式，
还是演员阵容、表演风格，今年
的春晚小品变得更欢乐了、更接
地气了、更有内涵和品质了、更
好看了”。

此外，每年春晚之前都会进
行《我要上春晚》的选拔，从中选
出百姓真正喜爱节目上春晚进
行表演。2018年的狗年春晚通过
多档素人综艺节目进行选拔，让
百姓能在春晚的大舞台上展现
自己的风采。

除国内观众以外，海外华人
华侨也是春晚的主要观众。对于
海外华人华侨来说，一年一度的
春晚是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
精神寄托，也是乡音乡愁的集中
体现。因此，历年春晚都会考虑
到面向海外华人华侨，通过春晚
这个舞台向海外华人华侨展现
祖国的新发展新变化。

2018年的春晚将在海外进
行节目的选拔，除了以往的华人
华侨的优秀节目，本届春晚还将
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寻找
节目创编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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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晚语言类能看点啥？

1月14日，《欢乐喜剧人》第
四季准时回归，在东方卫视播出
了第一期节目。本季节目，郭德
纲继续担任“喜剧掌门人”，《笑
傲江湖》第一季总冠军孙建弘，

“春晚钉子户”孙涛，开心麻花的
“麻花双娇”贾金金、冯秦川，《笑
声传奇》第一季总冠军贾冰等喜
剧人作为首发阵容，带来的高配
版喜剧为节目增色不少，作为

“大魔王”回归应战的宋小宝也
给了首发喜剧人们不小的压力。
但喜剧人资源的匮乏，使这档节
目也难复之前的辉煌，喜剧节目
越来越难做成不争的事实。

老面孔“大魔王”是惊喜？

近年来，喜剧节目总体环境

均呈现疲软态势，新面孔、新明
星的欠缺，使得节目口碑下滑态
势更明显。面对这一系列难题，

《欢乐喜剧人》第四季在赛制上
进一步升级，以四大门派与戏剧
新贵对战踢馆的新形式，进行赛
制方面的创新。

本季新增了“大魔王”环节，
宋小宝、岳云鹏、贾玲等六大喜
剧人化身“魔王”回归舞台，和当
期喜剧人同场竞技，首度开启

“魔王战”。而“魔王”夺冠与否，
直接决定其他喜剧人的去留。在

“大魔王”参演当期，如果大魔王
分数获得全场第一，那么排名末
位的喜剧人将遭淘汰。若大魔王
没有获得第一，那么当期竞演喜
剧人全部晋级，下期补位新喜剧

人共同进入“踢馆挑战赛”。
这些顶级喜剧人都曾在往

季节目拿到过冠军，他们的出现
能拉升节目的人气和号召力，但
是，作为过于为观众所熟知的喜
剧演员能否拿出令人惊喜的表
现，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引入南派笑星形式更多元

近年来喜剧类综艺节目占
据收视排行榜前列，但总是北方
喜剧人偏多，南方喜剧人缺乏。
除了引入“大魔王”之外，《欢乐
喜剧人》加入南派笑星以及遍布
全国的评审团，照顾了南方观众
的口味，拓宽了喜剧的维度。

刚刚亮相的第一期节目，除
了主持人郭德纲、选手宋小宝和
孙涛等人，“海派喜剧人”孙建弘
也很抢眼，他曾是《笑傲江湖》第
一季总冠军，此次他的“百家讲
坛”继续开讲，为观众上了一堂
声情并茂的人生课。用郭德纲的
话说：“一个人，一张桌子，把舞
台弄了个天翻地覆。”代表着南
系喜剧风格的他也收获了北方
观众的掌声。

据悉，同为南派笑星的贾冰
将在之后的节目中亮相。新一季
节目将带来更多元化的喜剧表
演样式，既有观众常见的二人转
式搞笑，也有海派幽默剧、新派
相声、默剧等。99 名来自不同地
方的媒体代表更充分地表达不
同地区观众的审美口味，让比赛
更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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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喜剧人》回归水花不如之前大

本周六晚的《快乐大本
营》马栏坞第258届“金麦节”颁
奖典礼盛大开幕。王凯、马天
宇、王大陆、叶祖新与快乐家
族一起角逐金麦奖“马栏之
星”，掀起“马栏山风云”之争。

马栏山自制艺术大赏“金
麦节”颁奖典礼，象征至高荣
誉的“票房大麦”重现江湖后
却不翼而飞，到底是谁偷了

“大麦”？为拨开重重迷雾，节
目组邀请到国内知名的“痕迹
鉴定专家”——— 来自吉林省松
原市公安局的民警董艳珍。据
悉，董艳珍的曾祖父董长存是
民国年间有名的“追踪神探”。
而她自小师承祖父，从16岁开
始就协助警方破案。截至 2015
年，她直接或间接地破获全国
各地各类刑事案件一千五百
余起。同时，厦门市笔迹学会
会长金一贵携助理许桂月登
上“大本营”舞台助力“破案”。
通过多年对字迹的研究，金一
贵认为“书写是人的潜意识投
射”，他可以通过字体的动势、
笔画的轻重力度等判断书写
者的性格，帮助众人找到盗取
金麦奖的“真凶”。

光洋

《快乐大本营》
专家凭脚印破悬案？

上周六晚，在最新一期《演
员的诞生》播出过程中出现重
大播出事故，许多观看电视直
播的观众都表示节目尚未播
完，就切到其他画面，导致节目
中断。当晚，浙江卫视正在播出
的《演员的诞生》12强成长之路
特别节目，疑似被掐断，强硬播
出城市宣传片，而后竟开始重
播，耗时6分钟左右。

对此，浙江卫视深夜紧急
发表致歉声明，表示因为设备
故障造成节目中断，只有1分50
秒未播，随后安排《演员的诞
生》重播内容，在此接受观众的
批评并且表示歉意。网友表示：

“今晚我看的是假浙江卫视吗？
还以为家里电视网络卡住了。”

翁君

《演员的诞生》
出现播出事故

《爸爸去哪儿5》
春节电影版开拍

近日，李小璐“夜宿门事
件”持续发酵，日前，刘芸在微
博上发声称“我不是泰迪姐妹
团的，我不养狗也不整容”，引
发争议。

网友翻出2017年4月份刘
芸做客《星月私房话》节目片
段。她称自己不是泰迪姐妹团
的，还大谈自己的闺蜜。称甘薇
最会照顾人，李小璐是冷场王，
她性格很蔫，不是那么活络，别
人欺负她她也会忍的，不会还
手啥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反击，
她是很乖巧、很温柔的性格。此
外，刘芸还直言这是自己第一
次在媒体上说，这些朋友才是
真真正正天天腻在一起的，真
的是非常亲的闺蜜。 冬冬

刘芸曾称
李小璐被欺负只会忍

《爸爸去哪儿》节目开播5
年，今年最新一季中的6个萌娃
Jasper 、嗯哼、小泡芙、Max 、
NeiNei、小山竹人气都非常高，
带动着他们的爸爸人气和身价
都水涨船高。不仅如此，节目播
完后热度持续发酵，现在传出
要开拍电影版的消息，让喜爱
萌娃的观众们也跟着激动。

节目中，刘畊宏的女儿小
泡芙因可爱的长相而知名度大
涨，对于《爸爸去哪儿5》开拍电
影版，刘畊宏透露已经收到消
息：“录《爸爸去哪儿》一点都不
轻松，还是会有些担心，因为对
爸爸来讲，又有新的任务要挑
战，但当大家再次相聚的时刻，
光想那个画面心情就挺好的。”

而另一位萌娃Jasper和老
爸陈小春之间的互动，也成为
经典场面。再加上杜江率直爱
哭的儿子嗯哼、吴尊的一对懂
事儿女、实习父女邓伦和小山
竹，几对组合成为观众们的新
宠。电影版开拍，让想念萌娃的
观众着实期待不已。 东森

宋宋小小宝宝作作为为““大大魔魔王王””回回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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