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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老人晒全家福
幸福感动满满

1月15日江苏卫视狗
年春晚联合新浪微博、扬
子晚报、荔枝网、新闻眼、
广播台阿束发起晒出“我
家的全家福”主题活动，活
动一经发起就有有众多网友
积极参与。截止目前，征集
活动的第一阶段共有超过
2000 万人参与，收集到了
超过六千多张全家福照
片，他们中一部分人将有
机会登上大年初二晚江苏
卫视春晚的大屏。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
阶段的全家福征集活动仍
在继续，此次要给大家介
绍的就是许多热心投稿观
众中的一位。他就是金友
林，今年已是九十岁的高
龄，他的全家福从一个人
到两个人，再到一家人，充
满回忆的味道让人非常感
动。而他本人和他老伴生
活中都会用摄像机，会玩
朋友圈，他笑称他们老两
口都是“学习型老人”。而
说到金老年轻的时候，16
岁时的他就已参军入伍，
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初期，看到队伍
缺少医生，金友林就边战
斗边学习，逐渐成为一名
出色的医务员。在解放上
海时，金友林负责的病区
一下子收治了 140 多名伤
员，他昼夜进行救治，三天
没有休息，胃出血还坚持
工作。

在抗美援朝战场，金
友林又主动学习测高仪等
科目，成为兼职的防空情
报员；上个世纪70年代，他
还进修通讯技术，在昆明
军区空军通讯站任职；随
后，他又钻研法律知识，转
业到南通检察院工作。离
休后，看到社区活动总是
没人拍照摄像，他又购买
了摄像器材，学习拍摄剪
辑，每逢参加各类活动，他
都主动提供录像服务，并
制作成光盘送给居民。

他们家几乎每年都会
拍一张全家福，这些照片
不仅回忆了他成长的时
光，更是见证了家庭的幸
福变化。一花一世界，一叶
一追寻，愿你们也有岁月
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江苏卫视狗年春晚第
二阶段的全家福征集活动
仍在继续，即日起，关注江
苏卫视春节晚会的官方微
博和江苏卫视的官方微
博、微信，将你的全家福照
片发送到我们的官方邮
箱：jstvchunwan@qq.com，
既有机会登上江苏卫视狗
年春晚的荧屏，更有丰厚
的礼品等着你！还等什么，
快快来晒！

看更多温暖的全家
福，大年初二晚 19:30 江苏
卫视狗年春晚幸福相约。

江苏卫视春晚

超人气综艺超强阵容闹新春
江苏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将

于大年初二晚19:30播出。每年春
晚都是星光熠熠，今年也不例
外。在今年江苏卫视春晚的阵
容中，综艺明星的阵容尤其强
大。四位通过《超凡魔术师》节
目集结成军的“中国魔术战队”
成员，将在江苏卫视春晚中神
奇亮相，奉上梦幻与现实交融
的魔力“硬菜”！00后也有属于自
己的代表登上春晚舞台，《歌声
的翅膀》的天籁之声和《了不起
的孩子》的天赋宝宝将为观众
一起带来高燃正能量的少儿青
春秀。

◆最强魔术届F4◆

魔幻与颜值齐飞

相信很多人心中的春晚节
目单，都为“魔术”留有一席之
地。魔术表演之于春晚，逐渐成
为一道不可或缺的神秘菜肴。
2017年四季度，江苏卫视大型魔
术竞技节目《超凡魔术师》通过
竞赛的形式聚焦中国魔术的发
展状态，寻找优秀的魔术师来
进行魔术的电视化呈现，凭借
新颖的题材与超炫的制作，《超
凡魔术师》在竞争异常激烈的
周五档杀出一条康庄大道。

与此同时，节目也将更多
中国魔术师带到大众视线里，
他们既有炫目技巧，又有超高
颜值。其中，郭皓炜、郭汛杰、叶
望风、李泽邦、麦杰等5位青年魔
术师组成“中国战队”，代表中
国魔术师与世界其他国家同行
进行“魔幻”较量。此次江苏卫
视狗年春晚，一口气集结了“中
国战队”五小强中的四位，郭皓
炜、郭汛杰、叶望风、李泽邦四
位魔界“男神”堪称魔术届F4，
携超凡魔力而来。

四位魔术师各有所长，表

演别具一格，江苏卫视狗年春
晚集四位魔术师特长之大成，
不论是布景、道具还是创意，都
紧紧围绕“幸福中国年”的主
题，是一台为春节“量身定制”
的超凡魔力秀，“具体内容现在
无法剧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
会是一场撕破大家脑洞边界的
空前表演！”

◆《歌声的翅膀》◆

天籁童声重现

2017年以来，一批聚焦中国
青少儿成长与教育的综艺节目
纷至沓来，江苏卫视堪称这波
综艺浪潮的赶集者，《歌声的翅
膀》、《了不起的孩子》第二季等

两档少儿节目，分别以音乐和
才艺为切口，展示了中国青少
儿的青春正能量。

以一曲《梨花颂》惊艳了观
众的耳朵，两岁移居海外、却对
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京
剧男孩”王泓翔，作为在首期

《歌声的翅膀》节目中亮相的
“天籁童声”，收割了无数观众
的喜爱。《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三次点赞这段表演，就在上周，
还再一次在微博上发布王泓翔
与李玉刚合作的《梨花颂》，盛
赞这位华人少年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热爱。王泓翔就如
一面镜子，用他淳朴至真的童
声演绎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经典之美，如一股清流涌入观
众内心。

除了王泓翔，《歌声的翅
膀》中另一个质朴的好声音，来
自大山里的藏族少年登曾多
吉，也将登上荔枝春晚舞台。来
自甘孜的登曾多吉自小与大山
为伴，因为《歌声的翅膀》，让他
成为了村子里一千年来第一个
走出大山唱歌的孩子。

◆天赋少年组团◆

上春晚花式秀才艺

如果说《歌声的翅膀》以天
籁童声为传统音乐文化发声，

《了不起的孩子》则以身负绝技
的儿童为切口，最大限度展示
孩子们的天赋与童真，让每一
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了不起
的。江苏卫视狗年春晚将专门
为这些孩子开辟一片秀出真我
的天地。

陕西铜川 7 岁男孩张晓博，
两岁就能认识三百多个汉字，5
岁开始练习书法，能流利书写
柳楷、隶书、行书等几种字体。
这位翰墨小子在《了不起的孩
子》节目中一展汉字的魅力，不
仅现场挥毫作书还对各种书法
的知识如数家珍，隐有大家风
范。来自湖北宜昌的徐嘉希不
仅颜值逆天长相酷似“吴亦
凡”，才艺也另辟蹊径，仅凭三
个月的学习，四岁练成一身剪
纸绝技，分分钟创作出成人都
难以媲美的作品。另一位来到
江苏春晚舞台的“了不起的孩
子”，则是节目中表现“另类”的
茶艺小仙女于卓宁。此番集结
张晓博、徐嘉希、于卓宁三名

“了不起的孩子”，荔枝春晚也
意欲从承载家庭风貌和国家未
来的孩子们身上出发，打造别
样的春节味道。

荔枝春晚语言类节目放大招

邵峰李鸣宇满腔诚意献《匠心》

众星齐聚荔枝共度新春，
优秀的语言类节目不仅能引领
段子潮流，更能成为隽永的国
民记忆。大年初二，八次登上央
视春晚的“小品专业户”邵峰将
携手新生代先锋相声掌门人李
鸣宇，亮相江苏卫视狗年春晚，
以一番诚意、两腔热忱、三月打
磨、半年筹划，带来诚意之作

《匠心》。变身修表师的邵峰为
深入角色，专门找修表点体验
一个月；李鸣宇在父亲去世的
情况下，仍尽快调整情绪投入
排练。《匠心》背后，他们精益求
精的精气神，似乎就是“工匠精
神”最好的体现了。

为表演深入体验一个月

邵峰三度相约荔枝春晚

2007年，邵峰与郭冬临合作
小品《回家》，首次登上央视春
晚舞台。此后他几乎年年不落，
先后与孙涛、冯巩、黄宏、牛莉
等一线喜剧人搭档，共八次荣
登央视春晚舞台，成为不折不
扣的“春晚小品专业户”。热心
保安、午夜路人、抠门损友、社
区民警……邵峰演遍了各色小
人物。此次与江苏卫视第三次
合作，邵峰变身修表师傅，将

“专业”进行到底。“第三次和江
苏卫视合作，感觉好极了。其实
我和江苏的观众朋友非常熟
悉，我有两个亲戚都在江苏。”

谈起这次的作品，邵峰认
为：“其实这不是一个喜剧作
品，是表现工匠精神的正剧。我
们国家，正因为有千千万万个
这样的技术工人，这样的大国
工匠，才蒸蒸日上。”为了吃透
人物细节，邵峰还专门找商场
里的手表售后维修点“实习”了
一个月。“演员在塑造角色的时
候一定要体验生活。艺术源于
生活高于生活。我觉得台下十
年功也是一种匠人精神。”

冯巩爱徒走到台前

李鸣宇精益打磨新作

李鸣宇长在天津，深受曲
艺之乡的氛围浸染，报考中戏

相声班，有幸入冯巩师门，成为
贾玲师弟。“冯老师鼓励创作，
尤其相声这种曲艺的东西，观
众喜欢听新鲜的。那个时候逼
着自己创作。打那个时候开始，
进入了创作的门。”

擅长创作的李鸣宇 2 0 0 8
年为冯巩写了《公交谐奏曲》，
那一年他 24 岁。该作品荣获当
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一等
奖，直到现在李鸣宇还保持着
央视语言类节目一等奖编剧的
最年轻纪录。除此之外，李鸣宇
还与贾玲、大潘在俱乐部合作
演出。

此次与江苏卫视合作期
间，李鸣宇父亲不幸逝世。事发
突然，李鸣宇在料理完丧事之
后立马投入排练。“父亲活着的
时候也说过，答应别人的事情
要做好。家里的一些突发事件
可能会跟工作相冲，到那时候
肯定会有取舍、有付出，这都是
正常的。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
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有敬业
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

邵邵峰峰李李鸣鸣宇宇合合作作默默契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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