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渴望现场》
歌声唱响中国声音

央视音乐频道大型主题音
乐竞演节目《渴望现场》经过一
个多月的播出，已从“听音初
识”的第一轮竞演进入到“联合
对抗”环节。随着竞演进入第二
轮，36名竞演者由人工智能评
分系统“小渴”根据声音特性进
行两两组合，展开 2 比 2 对战。
各具特色的竞演者两两搭档成

“美女野兽”、“冰山火锅”等组
合，碰撞出不少出人意料的火
花。主持人董艺加入节目和任
鲁豫搭档主持，同样让节目精
彩升级。

据悉，节目将在 2 月 17 日
(大年初三 )迎来全国 18 强对
决。目前，“不倒翁”歌手刘艺
豪、“梦想继承人”王楚轩、“中
国心接班人”张颂华、“古筝女
孩”邢晏侨、“祁剧湘妹子”黄诗
荑、“淋浴房歌手”钱坤成功脱
颖而出，已成功晋级《渴望现
场》全国36强。 本报综合

《围炉音乐会》
谁说过年不能怀旧

“总有一首歌，温暖你世
界”，用歌声唤起美好的回忆，
用温情打动疲惫的人心。这是
节目组对观众的寄语，也是四
川卫视《围炉音乐会》对自己的
美好期许。随着节目的持续热
播，被这种私人演唱会所创造
的温馨氛围感动的，不止是现
场的铁杆歌迷和电视机前的观
众，也包括在节目中献声的歌
手自己。

和同类音乐综艺节目把重
心更多地放在草根选秀、身世
起底、悬念炒作、PK 晋级、评
委互动等竞技环节不同，《围炉
音乐会》在节目设置上更注重
展示歌手本人卸下偶像光环之
后的多样性格和不为人知的日
常生活。

在喧闹的音乐圈，在浮躁
的演艺界，《围炉音乐会》仿佛
一间遗世独立的录音棚。王杰
在这里怀念车祸去世的初恋、
邓紫棋和伍思凯回忆如何化情
伤为创作的灵感、草蜢说今天
所有的一切都要感谢恩师梅艳
芳、辛晓琪和张国荣对唱情难
自已、叶世荣坦白五个人时的
B e y o n d 比 三 个 人 时 更 快
乐……《围炉音乐会》不但有美
妙的歌曲，更有精彩的故事，还
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将在节目中
呈现。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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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N代”依旧可以很霸气

《《歌歌手手》》过过年年有有看看点点
┮记者 逯佳琦 整理

1月中旬，湖南卫视音乐竞演节目《歌手》如期开播。早在播出前，这档已有六年之久的“综
N代”面临了不少质疑，也可能是这样的格调降低了观众心理预期，结果首发歌手的表现并没
有让人失望。据悉，《歌手》第六期、第七期节目也将在大年初一和大年初八播出。

看点

赛制升级竞争更激烈

《歌手》播出以来话题不
断，其中，总导演洪涛因“弱卡
司阵容”泪洒录制现场的内容
曾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同时遗
憾表示：“我们真的尽力了。”未
料，当期节目却取得了异常的
好评。汪峰的《无处安放》、张韶
涵的《梦里花》、以及Jessie J的
《Domino》等演唱视频在网上被
疯狂转发。不得不承认，这是节
目的魅力，这样的高指标更验
证了《歌手》2018 这档节目六
年来不减的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歌
手》的节目赛制也进行了升
级，改为了三期一轮。首轮
是7人的排位，第二期是踢
馆歌手加入赛，第三期则
是两场相加淘汰制。对踢
馆歌手而言，只要不在第
一场垫后，且在一、二场
综合排进前四，就可以
远离本轮淘汰危机。
对于七位首发歌手
来说，既要在同阵
营中厮杀、又必须
在踢馆歌手参战
后力争上游才能
保住席位。值得
一提的是，本季节
目还将有国际歌

手加盟，这就意味
着歌手间竞争的激

烈程度将大幅提升。

看点

菲律宾歌手将强势踢馆

与前几季节目嘉宾和节目
内容频引热议相比，本季《歌
手》影响力大不如前是不争的
现实。所以，当Jessie J“结石姐”
的名字出现在首发名单里时，
立刻引来了一片惊叹之声。作
为六季以来最大咖的国际歌
手，她无疑肩负着撑起节目话
题的重任。

节目播出至今，结石姐已
取得三连冠，演唱过程中没有
任何水土不服的病症，全程高
能尽显强悍实力，这样的表现
更像是一记重拳打在了偌大的
华语音乐圈里。在节目口碑遭
遇滑铁卢之前，华晨宇的强势
补位无疑成了节目的一棵救命
稻草。

如今，华晨宇能否为国产
歌手们在节目中争得一席之地
尚不可知，近日，节目组又透露
了继华晨宇之后的另一位踢馆
歌手——— 来自菲律宾的 KZ
Tandingan。

据悉，KZ Tandingan与张
天严重撞型，她是一名歌手同
时也是一名女rapper，因此她的
来到，几乎可以说是与张天的
对战。在《歌手》开播之前，大家
都以为张天将会是下一个邓紫
棋，然而事实证明，邓紫棋还是
不 好 当 的 ，张 天 与 K Z
Tandingan谁走谁留还要看观
众的选择。

看点

汪峰玩突破能撑多久

如果说“结石姐”的一路开
挂让国产歌手们略显黯淡，那
么汪峰的大玩突破足以给观众
们带来安慰。从首场竞演的原
创情歌《无处安放》展现自在深
情；到“网络神曲”《普通disco》
嗨翻舞台；再到演唱《下坠》借
曲致敬纯粹的音乐年代。截至
目前，汪峰每周精心准备的“私
藏”歌单释出后都给观众带来
不断惊喜。据悉，在接下来的节
目中，摇滚歌手汪峰将要演绎
清新民谣《儿时》。时至今日，汪
峰再携这首好作品登上《歌手》
舞台，也正履行了他所说的：

“终于可以在舞台演唱其他创
作者和歌手的作品了。”

作为中国新摇滚乐的代表
人物，汪峰首次在《歌手》舞台
演绎民谣给观众带来十足的新
鲜感。从节目一开始，汪峰的

“反套路”且堪称教科书式的选
曲晋升成为了观众最期待的表
演，从流行、电子、摇滚，到民
谣，汪峰在舞台的惬意和自在
使得他更加轻松应战，于他而
言，《歌手》早已不是一个音乐
竞技场，而更像是一个可以肆
意“玩音乐”的舞台，除了享受
音乐，能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些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并且，这种
不按套路出牌的选歌方式，可
能会成为汪峰后期比赛的一个

“要命”砝码。

┮记者 逯佳琦 整理

近几年，随着国内综艺市场
的飞速发展，一味炒作话题和消
费明星让不少节目饱受诟病，
一些综艺节目甚至被认为是

“缺乏营养”的代名词，但在
2018 年春节期间播出的这几档
综艺节目，除了有意思之外更有
意义，不但能让“熊孩子”们通过
看节目学到知识，其中的育儿技
巧还能教“宝妈”们分分钟搞定

“熊孩子”。

中国诗词大会 3

播出时间：2 月 17 日
播出平台：央视科教频道

《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延
续了“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
因，品生活之美”的节目宗旨，邀
请全国各个年龄段、各个领域的
诗词爱好者共同参与诗词知识
比拼。与观众一起重温经典诗
词，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节目看点：《中国诗词大会》
第二季节目的“飞花令”曾风靡
全国，第三季节目在此基础上，
新增加了“诗词接龙”和“超级飞
花令”，难度升级，精彩加倍。

家风中华
播出时间：每周二晚21：20

播出平台：安徽卫视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
历史的国家，中国有着独具特色
的，代代相传的家族文化。而家
族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便是家
风。一代代家族成员恪守祖训，
流风余韵，绵久不绝。

节目看点：从爱国传家，到
勤俭传家，再到规矩传家……安
徽卫视《家风中华》的每一期节
目都有一个动人的家风故事，节
目适合父母带着孩子一起观看，
从中了解中国的发展和民族的
历史气息。

非凡匠心2

播出时间：每周六晚20：30

播出平台：北京卫视

中华上下五千年，涌现了无
数的艺术臻品，这些文化瑰宝的
背后，埋藏着万千工匠们的匠心
精神。《非凡匠心》特邀演员张国
立作为匠心体验引领者，邀请不
同的明星好友与他一起寻访中
国瑰宝级文化与技艺，让观众了
解中国的传统工艺。

节目看点：相比起《非凡匠

心》第一季，第二季的节目内容
除了肯定工匠们的坚守与执着
精神，也将客观的呈现匠人们的
创新与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出
新的时代之美。

育儿大作战3

播出时间：每周五晚21：20

播出平台：山东卫视

《育儿大作战》是一档由山
东卫视推出的大型家长成长类
改变真人秀节目，该节目采用真
人秀加脱口秀的方式，由明星组
成的花漾育儿团、金牌专家团、
素人发声团等共同探讨解决真
实的育儿家庭问题。

节目看点：节目聚焦3-8岁
儿童家庭教育，嘉宾将分成两队
进行辩论“作战”，金牌专家和素

人家庭一起通过激烈的辩论形
式分析出隔阂与矛盾产生的原
因，共同分享育儿经验与教训。

亲亲我的宝贝
播出时间：周一至周四
播出平台：湖南卫视

《亲亲我的宝贝》是湖南卫
视推出的科学养育亲子节目。星
妈胡可化身“首席联络员”，搭档

“村长”李锐，邀请国内知名儿科
专家帮助家长们解决育儿困惑。

节目看点：节目选题紧跟社
会热点，比如冬季是流感高发
期，所以宝宝发烧、咳嗽、过敏性
鼻炎等话题会轮番播出。除此之
外，专家用专业知识对常见的育
儿问题进行解答并做出正确示
范，也是节目看点之一。

▲Jessie J

汪峰

文文化化与与育育儿儿节节目目火火爆爆 春春节节带带孩孩子子一一起起涨涨知知识识

《《亲亲亲亲我我的的宝宝贝贝》》亲亲子子团团

郑郑伊伊健健曾曾在在节节目目献献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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