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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年年初初一一打打响响最最强强PPKK战战
山东卫视
周涛展“国嘴”魅力

山东卫视2018年春晚将围
绕“幸福出发”的主题，立意新
时代、新气象以及新发展，展
现和演绎普通百姓生活中的
精彩变化和真实故事。

作为春晚“最神秘”的大
咖，“国嘴”周涛将首次挑大梁
主持山东春晚。周涛曾连续17
年主持央视春晚深受观众喜
爱。在节目安排上，今年语言
类节目是重头大戏，仅数量上
就占据了总节目的半壁河山。
春晚“钉子户”潘长江，新晋实
力派喜剧新星贾冰，去年登上
春晚的王小利父子，德云社高
徒张鹤伦、郎鹤焱，“大碗娱
乐”何欢、许君聪，“吴秀波的
黄金搭档”来喜等，将表演多
个有关养老、买房等社会热点
话题的节目。

山东卫视2018年春晚将在
2月13日晚播出。 本报综合

安徽卫视
阵容堪比央视春晚

日前，安徽卫视狗年春晚
部分节目单曝光引发网友热
议，本届安徽春晚不仅聚集

“情歌男神”张信哲、“小巨肺”
邓紫棋、“唱跳王子”潘玮柏等
实力歌手，还有知名喜剧演员
巩汉林、郭冬临、小沈龙领衔，
带来妙趣横生的语言类节目。

凤凰传奇、谢楠、刘谦、苗
阜、王声、雷佳、金志文、大壮
等嘉宾也将倾力助阵，用精彩
的演出为观众献上新春祝福。
强大的嘉宾阵容被网友评价
为“可以比肩央视春晚”。

据悉，2018年安徽卫视春
晚将以“江淮欢腾新时代”为
主题，于2月13日(腊月二十八)
晚19：30播出。 本报综合

河南卫视
四大篇章新意足

近日，河南卫视“欢乐中
国年”狗年春晚在郑州开启录
制。据悉，今年的河南卫视春
晚大有创新，制作精良，节目
精彩纷呈。有歌曲、有搞笑小
品，有惊险的杂技节目表演。
刘和刚、范军、王彤、牛欣欣等
人将献演精彩的节目。

令人关注的是，北京海政
文工团、著名川籍歌唱家霍
勇，应邀在河南卫视2018年春
晚压轴，和陈丽媛演唱歌曲

《不忘初心》。
目前，河南卫视春晚已确

定由四大篇章组成：喜迎新春
到、五彩新生活、梦想新征程、
拥抱新时代。“新”是关键词，
也是本届河南春晚的主旋律。
晚会将于2月13日 (腊月二十
八)“新”鲜开启。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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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各大卫
视春晚也掀起了新一轮的收视
率大战，仅在2月16日(大年初一)
晚上就要有三家卫视上演激烈
竞争。从目前已曝光的部分节目
单可以看出，今年的卫视春晚除
了比拼明星阵容，各大卫视在主
题、创意等方面也下了苦功夫，
卯足了劲儿在大年初一晚上给
观众们呈现一出不同风格的文
娱盛宴。

◆北京春晚◆

旧梦重温致敬新时代

2018北京卫视春晚将围绕
“最美新时代 最爱中国年”的
主题，立足大时代、新起点展现
北京的首都风范、古都风韵和时
代风貌。据悉，本次晚会明星众
多。成龙、那英、李宇春、黄晓明、
关晓彤等都将加盟此次春晚。此
外，宋小宝、杨树林、苗阜、王声、
潘长江、郭冬临、开心麻花团队、
宋晓峰、王博文等笑星都将奉献
最新作品。北京卫视春晚将于2
月16日晚19：35播出。

2018年北京台春晚群星闪
耀，四位百花奖影后陈冲、刘晓
庆、张瑜、斯琴高娃首度同台，让
时间回溯至“我们的生活充满阳
光”的时代。四位芳华出众的女
艺术家，为中国电影史塑造了太
多光华璀璨的女性角色，她们是
一代人的美好记忆。这一次历史
性的同台是北京台春晚打造的
一次“旧梦重温”。而四位男嘉宾
雷恪生、姜昆、郭凯敏和蔡国庆
则分别为四位女明星带来了充
满记忆的珍贵礼物，当八位好友
唱着老歌翩然起舞时，节目联排
现场所有人不禁为之动容。

除此之外，靳东将携手袁泉
演绎《当爱已成往事》，大屏幕上
唐晶与贺涵的故事重现，力图唤
醒观众在年度热剧《我的前半
生》中品尝到的遗憾况味。在这
个春晚舞台上重温的不仅有“爱

情”，还有“兄弟情”。年度热剧
《生逢灿烂的日子》，展现了北京
胡同里普通人家的兄弟情。此次
春晚中，姜武、果静林等携两代
兄弟再聚首，带来创意诗歌会，
别开生面地为春晚观众贺新年。

◆湖南卫视◆

创意混搭玩转新年

湖南卫视《2018全球华侨华
人春节大联欢》即将于2月16日
大年初一19：30与观众见面。日
前晚会在长沙完成录制，此次晚
会以“家有喜事 开门见喜”作
为主题，晚会现场充满喜庆年
味，既有传承文化的戏曲杂技、
非遗节目，又有劲歌热舞、魔术

互动，钟汉良、Jessie J、胡一天、
刘昊然、王宝强、杨钰莹、杨宗纬
等众多明星加盟送喜。

当红偶像胡一天此次将带
来《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带
你去旅行》两首热歌。《唐人街探
案2》剧组王宝强、刘昊然、尚语
贤携杜海涛、梁田送上创意“扭
腰舞”，嗨翻全场。董力则跟邢昭
林、马伯骞合作带来《新年旺旺
旺》。在今年的《华人春晚》上，备
受期待的“许仙再会白娘子”如
约上演，赵雅芝、叶童时隔多年
再次合体重温经典，更与“小白
娘子”、“小许仙”带来跨越时空
的对话，创意满分。

此外，今年《华人春晚》还集

结众多实力歌手带来听觉盛宴：
《歌手》中圈粉无数的国际大咖
Jessie J实力连唱《Bang Bang》、
《 Price Tag 》，惊人实力让观众
仿佛置身于演唱会现场；杨宗
纬、苏诗丁首次同台，惊艳献唱

《凉凉》，新鲜搭档碰撞出全新火
花；沙宝亮则搭档张碧晨压轴献
唱晚会主题曲《四海同春》。梦幻
的舞台搭配唯美的灯光效果，相
信湖南卫视将会带给观众不一
样的视听享受。

◆东方卫视◆

把海派特色进行到底

十多年来，东方卫视春晚最
大的特色即海派文化。2018年，
东方卫视仍将围绕海派、跨界、
混搭三个核心词做文章，从“梦
圆万家 春满东方”出发，打造
一台独具特色的贺岁晚会。

目前曝光的节目单中最为
吸睛的莫过于晚会中有趣的搭
档组合：新晋年轻偶像胡一天和
偶像养成节目《明日之子》冠军
毛不易合唱电影《寻梦环游记》
主题曲《请记住我》；导演、演员
陈思诚与郁钧剑搭档表演，陈思
诚演唱《小白杨》，郁钧剑则唱起

《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歌《唐人
街》；郑业成、许魏洲等几位新生
代偶像将演唱包含20多首金曲
在内的歌曲串烧，用青春的力量
致敬传统与经典……

除此之外，本场晚会有多部
贺岁档电影内容融入，包括《唐
人街探案 2 》、《祖宗十九代》、

《西游记女儿国》等。除除此此之之外外，
语言类节目也是本届东方卫视
春晚的一大看点，汇集了小沈
阳、宋小宝、薛佳凝、张凯丽、王
汝刚、翟天临、包贝尔、文松、卢
鑫、玉浩等，可以说是贯通东西
南北，上演跨界别、跨地域的喜
剧盛典。《春满东方·2018东方卫
视春节晚会》将于2月16日(大年
初一)晚19：30播出。 本报综合

两卫视小年夜率先开跑
为了与众多春晚错峰出行，

近几年，不少卫视也选择把春晚
这个欢乐盛宴定档腊月二十九
播出，抢先拉开新春狂欢序幕。
目前，辽宁卫视和浙江卫视已经
确定将要在2月14日(腊月二十
九)播出春晚，让观众们提前感
受新年的欢乐气氛。

辽宁卫视：

郭冬临出演最贵节目

日前，2018辽视春晚曝光了
今年最为强大的明星阵容，宋小
宝等喜剧笑匠赫然在列。除此之
外，今年的辽视春晚还很不一
般，薛之谦、王宝强、那英、陈明、
蔡国庆等众多大咖加盟辽视春
晚，为这场文艺盛典再添视听狂
潮。作为辽宁台王牌节目，今年
的语言类节目可谓占据半壁江
山，在 21 个节目中占比 10 个，
可以说能让观众过足喜剧瘾。

前年辽视春晚，宋小宝猛吃
面，造就了“辣根拌面”的传奇笑
谈；去年辽视春晚，宋小宝狂拼

酒，让全国观众心疼了一把；今
年辽视春晚，既不吃面也不喝酒
烤串的宋小宝，决定去应聘征
婚，为自己找个老伴。喜剧笑星
蔡明去年用一部《看车》延续“马
大姐”热心耿直的人设，今年，

“马大姐”的故事发生在儿子儿
媳家，究竟她该如何化解中国式
婆媳关系让人期待。

今年的辽视春晚还将迎来
众多一线大咖的“处女秀”，歌手
薛之谦此番便是首次亮相辽视
春晚，此外，王宝强还将“拖家带
口”带着兄弟们一起贡献辽视春
晚首秀。“钢琴王子”郎朗将跨界
搭档郭冬临，带来史诗般的文艺
盛宴。而这个节目也被观众调侃
为“最贵”节目，因为现场使用的
钢琴是从郎朗家搬到现场，价值
数百万，郎朗的手也因为重额保
险成为最贵的手，两大最“贵”皆
亮相辽视春晚现场，使得这个节
目成为今年最“贵”的节目……辽
视春晚还有更多精彩将在 2 月
14 日腊月二十九晚上揭晓。

浙江卫视：

今年贺岁玩“捉妖”

“ 2018 中国蓝燃情贺岁夜”
(即“浙江卫视春晚”)将于2月14
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晚20：30播
出。有意思的是，这次浙江卫视
春晚要和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

《捉妖记2》联手造势，晚会将大
量贯穿《捉妖记2》的相关元素。

在最新公布的浙江卫视春
晚首发阵容中，除了来自“捉妖
天团”的白百何、井柏然、杨佑
宁、柳岩、张俪、姜超，沙溢、胡可
也带着家里两大萌娃倾力助阵；
此外，吴莫愁、魔术师S t e v e n
Brundage、李玉刚与霍尊也一同
相约小年夜，在浙江卫视“捉妖”
拜年。

而从近日公布的阵容海报
来看，承载着许多人青春回忆的
华语天团五月天也已确认加盟
这场欢乐盛会，更有李宇春、蔡
依林等华语女唱将鼎力加持，而
新生代女歌手许飞、朱婷婷以及
青春少女组合优我女团也将倾
情献唱点燃现场气氛。

“贺岁夜”当晚的其他节目，

则以浙江卫视的重头综艺为核
心元素。其中，歌唱节目由《中国
新歌声2》和《梦想的声音2》的班
底坐镇，刘卓担任音乐总监；两
大喜剧王牌综艺《开心俱乐部》
和《喜剧总动员》也派出代表献
上喜剧表演。此外，两季《王牌对
王牌》也将派代表组队出席浙江
春晚。据悉，今年的晚会还会有
相声、戏曲、魔术等以往很少在
浙江卫视舞台上出现的节目，让
网友们非常期待。 本报综合

湖湖南南卫卫视视《《华华人人春春晚晚》》主主持持阵阵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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