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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 2018 年春晚正在积极
加紧筹备。几个月来，央视春晚
主创团队经常挑灯夜战，精心策
划、创新节目，力争在除夕夜为
广大百姓打造一台盛世中华大
联欢的春晚文化盛宴。记者从应
邀参加春晚的一些演员口中，了
解到了部分信息。

语言类节目笑料成串

今年的春晚语言类节目丰
富多采：从“家里”的父慈子孝，
到“单位”的求真务实；从“窗口
行业”的笑脸相迎到“春运旅途”
的如沐春风；从“平安中国”的坚
强捍卫，到文化社区的其乐融
融；从相濡以沫的爱的传递，到
儿童成长的雨露阳光；从脱贫致
富的东北乡村，到共享时代的都
市街头；从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
血缘亲情，到“一带一路”的中非
友谊。

节目或歌颂、或赞美、或弘
扬、或倡导、或鞭挞、或讽喻，都
通过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精湛
表演，展现出今日中国进入新时
代后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从 而 给 人 以 希 望 ，给 人 以 信
心，给人以振奋，给人以启迪，
给人以深思，给人以正能量。

2018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
目，笑料成串，大有看头。

歌曲类节目“更有高度”

2018年央视春晚歌舞节目，
也是内容丰富、类型齐全，将更
凸显时代性、民族性、国际性、时
尚性。剧组不仅从民族文化艺术
的精品“长廊”和世界文化艺术
的精品“长廊”中选择精品，还遍
采一年来全国各类文化艺术的
最新成果，同时精心表达以中国
梦为主题的歌曲。

记者了解到，春晚剧组成立
之后，早在 3 个月前，就组织了
国内优秀词曲创作者，集中力
量，重点攻关，一直在精心打磨
新时代主题歌曲，努力创作好宣
传党的十九大的歌曲，打造有情
怀、有情感的年俗歌曲和欢庆欢
腾的歌曲。歌舞节目坚持创新创
优，还将用新的创意呈现新的景
观，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来增强视
觉艺术的感染力。

此前网上曾有传闻，李易
峰、鹿晗、张艺兴、王俊凯、王
源、易烊千玺、陈伟霆、杨洋、
关晓彤、郑恺等均接到邀约，
有望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加上
之前语言类节目审查中现身

的邓伦和杨紫，2018年央视春
晚年轻演员扎堆。

武术节目“更有力度”

2018年央视春晚体现了“开
门办春晚、创新办春晚”的崭新
面貌，除了语言类节目、歌舞类
节目之外，还将囊括杂技、魔术、
武术、儿童节目、趣味类节目等
多种类节目。

据透露，节目将精心组合多
种元素，集中优势力量呈现体育
项目，比如通过武术等节目让中
华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加了
解中国。多位体育运动员将登上
春晚舞台，集中表现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中国体育成果。

节目还将精心组合多种元
素，在节目中体现竞技与艺术的
完美融合，体现“全民健身就是
全民幸福”的意义，引导老百姓

“自觉健身、便利健身、科学健
身、文明健身”，展示健身带来的
愉悦、充实、健康、幸福，同时体
现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

2018年央视春晚将创新呈
现手段，利用3D技术、虚拟手段
等，让节目呈现更加新颖化、立
体化、多样化。剧组将运用航拍
手段，丰富四地分会场画面，全
方位呈现五彩斑斓的城市风光，
将精心设计，融合传播技术支
撑，搭建融媒体演播室，让移动
直播，AR、VR等新技术更好地
为春晚服务，做到大屏带小屏、
小屏回大屏、多屏联受众。

杨东升继续担任总导演

日前，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的
中国电视报，对外权威发布消
息：2017年春晚总导演杨东升，
将继续担任2018年春晚总导演。

提到“春晚”，对于多次担纲
国内外重大庆典晚会总导演的
杨东升来说，并不陌生。1991 年、
1998 年、2005 年、2006 年、2009
年、2016 年，他曾参与了多届春
节联欢晚会的创作工作，岗位也
遍及导播、歌舞导演、执行导演
等多个领域。

2017年是他首次担纲总导
演，2018年他将“再掌帅印”。

作为导演，杨东升最坚持的
一大原则就是“创新”，他认为，
创新包含很多层次——— 从整体
性的创作架构、到单个的节目，
从样式到内容，都要全方位创
新，“就算是同样的内容，也要做
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效果，这才是
我们想要追求的。” 本报综合

央视春晚节目主题都很正能量
关于王菲和那英将再“相

约 2018”合体上央视春晚的消
息近日又添新证据，王菲、那
英在录音室的合影曝光。

早前春晚筹备期间，就有
消息称王菲、那英时隔二十年
后，将再次携手上春晚，重现
当年红极一时的《相约 1998》，
甚至爆出两人将演唱的是根
据《相约 1998 》原曲调重新填
词的《相约 2018》。这个消息虽
然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确认，但
粉丝们都相当兴奋。

近日，一张王菲、那英在
录音棚的合影流出，照片中两
人神态轻松，那英戴着黑框眼
镜、王菲戴着墨镜，中间坐着
的据悉是这首歌的制作人。有
消息称两人就是录制为央视
春晚准备的歌曲，目前的名字
是《重逢》。有著名音乐博主也
通过微博曝光部分歌词：“王
菲：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
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
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
命的单纯。那英：不问扬起过
多少烟尘，不枉内心一直追求
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
程……” 马丽

王菲那英
春晚合唱《重逢》

央视《欢乐中国人》第二
季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办，林
依晨、李晨、撒贝宁作为“中国
故事讲述人”亮相。第一次当

“讲述人”的李晨直言：“在这
样的环境中，我就像学生一样
第一次去感知世界。演员所要
表达和传递的事物要从生活
中获取，最需要的就是生活的
真实。”撒贝宁则透露，李晨在
录制现场一度被感动得泪流
不止。

记者了解到，《欢乐中国
人》第二季在节目内容和形式
上均有创新性提升，在保留第
一季“真实生活”的核心基础
上，通过一个个平凡中国人的
非凡故事，展示国民风范。在
嘉宾阵容方面，第二季除了海
清、李晨和撒贝宁，还邀请了
斯琴高娃、林依晨、周一围等
明星加入担任“中国故事讲述
人”。据悉，《欢乐中国人》第二
季将于近期在央视周日黄金
时段播出。 林芳

李晨泪洒
《欢乐喜剧人》

本周五晚20 :00湖南卫视
《歌手》2018即将打响新一场排
位赛，补位歌手华晨宇强势加
盟。面对新歌手的到来，在线
歌手们积极备战，而在竞演当
天，由于高强度的工作和长沙
骤降的气温，张韶涵赛前突然
喉咙水肿，嗓子哑得连正常对
话都会破音，这一突发状况让
周围人十分揪心。但即便如
此，身兼竞演歌手和音乐串讲
人双重身份的她，依然顶着高
压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双份工
作，敬业模样让人心疼不已，
但张韶涵本人则以乐观心态
面对这一切，不仅笑称沙哑的
声音很性感，随后更表示，自
己低沉的嗓音就是为今天的
竞演歌曲专门准备的。 小宗

《歌手》张韶涵
声音沙哑变“烟酒嗓”

《声临其境》给海绵宝宝配音获网友大赞

韩雪：真材实料的花瓶是艺术品
《声临其境》播出了多期，让

不少观众见识到了娱乐圈很多
优秀演员的台词功力，以及他们
声音的魅力和创造性。往常节目
都是男性嘉宾居多，上周却一反
常态出现了四位“魅力女声”，节
目带来的震撼效果不输以往，其
中拿下当期节目冠军的韩雪，用
英文给海绵宝宝配音的片段，更
是突破了3000万的点击。观众都
惊讶于这个素来被唤作娱乐圈

“高冷花瓶”的女子，竟然也有这
样可爱软萌的一面。

近日，韩雪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对于自己这次的形象大颠

覆，韩雪说：“其实我一直在做自
己喜欢的和舒服的事情，生活方
式随意，可以拍戏，可以唱歌，也
爱玩科技，离核心圈子比较远，
比较安逸。”她还说，自己一直就
不是高冷挂的女子，“其实生活
中我没那么高冷，只是个子高，
名字冷。”

颠覆形象不是一蹴而就

韩雪在《声临其境》里的代
号叫做“粉红猪小妹”，取的名字
就预示着生活中的韩雪离二次
元的世界并不遥远，她也有软萌
的一面。

果不其然，在节目的第
一个环节，韩雪第一个上
场，为海绵宝宝配音，平日
里看似冰冷的她，要跟着
片段里的海绵宝宝上演
各种哭闹和抓狂，接着
还要一人分饰两角，饰
演“奶奶”，用苍老的
声音施以安抚。

更 重 要 的
是，整个片段里

面，韩雪配的

都是英文。这让现场不少配音界
的专业老师，都大赞韩雪的表现
惊艳。

其实，韩雪早早就开始接触
动画片的配音了。她说：“我以前
就很喜欢配音，也在配音软件里
配过很多英文片段，但都是自己
关起房间门自己玩的，怎么耍都
可以。至于英语，坚持学习三年
了，每天2-4个小时，把所有的碎
片时间攒出来，所以才有了大家
看到的英语配音。”

对于形象上的颠覆，韩雪笑
说：“大家觉得这一次我很颠覆
想象，是以前找我演的角色挑战
不够吧。很难得有舞台可以呈现
这些平时大家没法关注到的演
员的特质，好演员都是需要刺激
的，其实生活中我没那么高冷，
高冷的印象都是给不熟悉的人，
那是自我保护，如果环境真的让
我觉得有安全感，就可以卸下包
袱了。”

“花瓶”秀出台词功力

韩雪出道多年，拍摄过不少
电视剧。但是圈中有很多关于韩
雪“高冷”的传说，也让外界慢慢
地带上了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位
演员，再给她冠上了“花瓶”的称
号。这次在《声临其境》里面，不

少观众都认可，其实韩雪的台词
功力绝对是实力派的水准。被喊
了这么多年的“花瓶”，韩雪也已
经看淡，她说：“花瓶不也看什么
窑烧的吗？真材实料的花瓶那是
艺术品。”

韩雪透露，自己接演电视
剧，都会倾向于拍同期声的剧，
如果无法实现，自己也会尽量抽
时间完成自己的配音工作。她
说：“我比较喜欢演同期声的戏，
丢不了细节，就算不能同期，也
要尽可能自己去配。所以，台词
的能力就是这么积累的。很多演
员有顾虑，不敢张嘴，我觉得应
该把自己替换到表演的状态里，
大胆张嘴。”

韩雪承认，声音的优势其实
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但她的例
子就可以证明，后天的努力也可
以弥补先天的不足。她说：“我进
上戏（上海戏剧学院）以前，说话
小嗓子，可能是苏州姑娘吧，咬
字都在口腔里，中气不足。后来
进了上戏，台词课帮我调整过来
了。而且节目里我的台词老师刘
婉玲老师就在下面，录的时候完
全不知道。一看电视播出，压力
好大。”《声临其境》播出后，韩雪
收获无数好评，观众也表示重新
认识了韩雪的实力。 吉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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