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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大型互动音乐综艺
《我想和你唱》第三季，将于4月27
日惊喜回归。在首期节目录制当
天，《我想和你唱》总导演王琴，

“想唱派对”主人汪涵、韩红，“想
唱首位大来宾”蔡依林，还有李维
嘉、沈梦辰、杨迪、汪苏泷、金志文
等人组成的鉴客团成员，提前和
全国媒体以及部分歌迷见面，共
同见证新一季节目的正式启动。
初来乍到的蔡依林坦言很兴奋，
还表示来之前有跟好姐妹孙燕姿
取经。

蔡依林被当成骗子

4月27日起每周五晚黄金档，
《我想和你唱》第三季升级回归，
原本周五档播出的《天天向上》也
为此挪档到周日播出。“这一季最
大的改变，是增加了三个星素同
台同唱的环节。作为一个强调互
动参与的音乐综艺节目，互动参
与性在第三季中肯定是要继续延
续的。”总导演王琴说，第一个创
新是蔡依林已经完成录制的
CALL OUT环节，参加节目的歌
手会真的在每期节目录制前找到
随机选择报名的素人手机电话号
码，然后打电话给他（她），邀请他
们来到现场一起嗨唱，还会帮素
人订票。

作 为 第 一 个 参 加 C A L L
OUT环节的嘉宾，蔡依林玩得特
别开心，“我是和鉴客团的杨迪一
起给观众打电话的，那天又正好

是愚人节，好多人都以为是诈骗
电话，还有人接了电话以为我是
送外卖的。”说到新环节，蔡依林
开心得合不拢嘴，称这是她录过
的最好玩的节目。

此外，第三季节目中还新增
加了星素KTV同唱环节，素人和
明星像朋友一样唱卡拉OK，哪些
是明星的保留曲目备受关注。

“想唱”大牌歌手三变一

今年，《我想和你唱》已经走
到第三季。谈及综N代的突破和
创新，节目总导演王琴透露，相较
前两季，新一季节目“变化挺大”，

“第一、二季非常类似。从导演组
的角度，我们也希望节目有一些
新鲜玩法，焕发新的生命力，让观
众惊喜”。

此外，总导演王琴也透露了
第三季的每期嘉宾，将由三位变
成每期一位超级重量级的表演嘉
宾，三变一。来的嘉宾将是影响力
更大、全民认知度更高的歌手，但
每一期的节目所要呈现的内容，
相应的就要更加丰富多彩、互动
好玩。对于这样的变化，王琴自信
表示：“只要是喜欢《我想和你唱》
节目的，都会喜欢这个星素更充
分互动的改变。”

而这一季《我想和你唱》
节目中，将有哪些重量级的
想唱嘉宾来和观众合唱
呢？总导演王琴报出的前
三期嘉宾名单就让发布

会现场气氛爆
棚。首期“想唱
大来宾”蔡依林，
第二期王源，
第三期莫文
蔚，接下来
还 有 更 多
具 有 全 民
知名度和跨
年代影响力
的 歌 手 陆
续登台。
本报综合

《我想和你唱》第三季玩更大

明星和你KTV同唱一首歌
4月2日，《这！就是铁

甲》在上海举办媒体探班
会，明星战队经理人郑爽、
张一山、吴尊出席。郑爽更
是再次“带伤”上阵，卡通痘
痘贴抢镜。

当日在活动现场，战队
经理人郑爽、张一山和吴尊
透露录制心得，作为同门师
姐弟，探班现场的张一山更
放话要在节目中赢郑爽，郑
爽则表示：赢了自己最心满
意足。

对于为何会选择郑爽
作为《这！就是铁甲》唯一
的女性明星战队经理人，
节目总制片人彭正园评
价：郑爽温柔的外表下还
有一颗“直男”心，“她对
机械很有兴趣，对新鲜的
事物也很愿意投入情感，
所以其实她在整个节目参
与的过程当中根本就不输
任何一个男生”。

面对“直男”心的评
价，郑爽表示：我在做事
上确实挺“直男”的，对于
我来讲，这确实是一个特
别好的节目，机器人的格
斗竞技让我感到特别兴
奋，蛮适合我的。一旁的
吴尊和张一山也印证郑爽
是一个会在比赛当中全力
以赴的人，觉得郑爽蛮有
信心的，有的时候女生会
有点犹豫怎么样的，她做
好决定就是不会后悔，很
爽快。 吉塔

郑爽有颗“直男心”

今年，周杰伦第五次亮相
央视春晚，携歌曲《告白气球》
与魔术师蔡威泽搭档演出。近
日，周杰伦接受央视《面对面》
节目专访，表示被很多人喜欢
是非常快乐的，但直言“当你吃
饭都要注意形象的时候，其实
很累。”周杰伦称自己内心像女
孩子一样，也会在意这些。谈到
音乐，周杰伦表示“我可以随时
结束，可以说我今天不唱了，但
我有责任感，我是唱片公司老
板，要养很多人，不能自己说不
干就不干了，那些人怎么活？”

周杰伦认为要维持巅峰状
态比走红更难，“总有一天我也
会有下来的时候，但是至少要
下得漂亮。”在歌坛二十年他称
自己有运气，“有喜欢听你歌的
群众，又刚好不要被淘汰掉，这
是非常不容易的。” 焦琳

周杰伦怕被时代淘汰

近日，在最新一期《王牌对
王牌》中，张柏芝大方分享了独
自带娃时的惊险一瞬，让人感
动又揪心，同时她还意外收获
了韩雪的深情告白。

现场，时尚辣妈队在被问
到当妈妈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时，张柏芝表示，之前在拍电视
剧，行程非常忙碌，只能抽一天
时间帮小儿子举办生日聚会，
谁曾想孩子竟不小心重伤骨
折。谈到这个让她人生最害怕
的瞬间时，张柏芝数度哽咽。而
当时她只能独自冷静面对，用
一句“妈妈在，不要怕”来安抚
孩子。这种母爱让不少身为妈
妈的观众感同身受。

而在魅力女强人队分享自
己的难忘往事时，韩雪拿出了
一本珍贵的笔记本，上面记录
了与张柏芝的合照以及签名。
张柏芝看后直呼惊讶，原来这
是两人17年前合作电影《浪漫
樱花》时的缘分见证。两大女神
还原当年拥抱合照，让粉丝也
开始期待两人的下次合作。

冬冬

张柏芝为母则刚

《欢乐喜剧人4》
“萌叔”贾冰夺冠

4月1日晚，东方卫视喜剧
综艺《欢乐喜剧人4》迎来巅峰
决战。本期节目中，五组实力强
劲的喜剧人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喜剧萌叔”贾冰不负众望夺
得总冠军，程野、宋晓峰获得

“最具人气奖”。
当晚的巅峰之战中，五组

喜剧人分别为观众带来了最用
心的诚意之作。“大碗三少”许
君聪、卜钰、何欢将年轻化喜剧
进行到底，一场酒后囧事带动
起现场欢快的气氛；德云社张
云雷、杨九郎请来“德云少帮
主”郭麒麟助阵，出演情景剧充
满“虐恋情深”。

而被郭德纲评为“不被人
看好，却总是创造奇迹”的双胞
胎兄弟郭阳、郭亮，首次将连体
人题材搬上舞台，暖心的手足
兄弟情引得观众连连落泪；在
第三季中夺冠的辽宁民间艺术
团，本季程野、宋晓峰联手上演

“父爱如山”，还带来了观众喜
爱的二人转表演；本季节目中
拿满5次冠军，顺利杀进总决赛
的贾冰持续发力，用演技征服
了观众，最终赢得总冠军。

林含春

霍尊是本季《歌手》最后一位踢馆歌手，但其实他早已和《歌
手》结缘，曾两次收到节目组邀请，并前往试音，但最后都遗憾落
选。最后一个踢馆，施展空间本就有限，但霍尊仍坚持选择“平淡”
的歌。这样的歌不讨巧，但霍尊直言，音乐人还是应该自私一些。

选《红颜劫》很任性

“赶上末班车”、“幸运”，这
是霍尊初聊到参加《歌手》时就
立刻蹦出的字眼。霍尊在回答问
题的时候，总是会按条理说个清
楚，很快，他自己就补充道：“其
实，三年前和两年前，（我）分别

有收到过《歌手》的邀约，然后还
去试过音，最后都没成。”有心插
花花不开，错过两次《我是歌
手》后，霍尊对参加本季《歌
手》已不再有强烈的期许。但
在节目开播后，霍尊却“意
外”接到了节目组的邀约，
这一次，没有试音，霍尊拿
着踢馆歌手的通行证，直
接就赶上了本季《歌手》
的末班车。

首期到来，霍尊
并没有选择自己最火
的歌———《卷珠帘》，理
由竟是：观众都能猜

到，他就不唱了。这个理由看似
任性，却也借《歌手》这个平台，
告诉观众，霍尊还有你没看过的
更多面貌。《红颜劫》是一首“中
国风”的曲子，作为电视剧《甄嬛
传》的片头曲，观众认知度高，也
符合观众对霍尊风格的定位。但
霍尊在准备期间也有担心，《红
颜劫》的原唱是姚贝娜，霍尊表
示，怕自己唱不好，糟践了这首
歌；而且这首歌太平稳，不太适
合竞演类的舞台。

喜欢有年代感的歌

第九期节目，霍尊选的《小
草》这首歌着实让许多人都摸不

着头脑，就算是一个“中国风”的
歌手，但他是个90后，为何会挑
选如此有年代感的歌？没有别的
原因，霍尊喜欢生活在那个年代
中单纯的音乐人，欣赏他们用旋
律直截了当地表达情感。没有现
在那么多的套路，没有既有的格
式或框架，也没有商业和市场的
想法。音乐本身的旋律，最能打
动音乐人本身。

在霍尊的备选歌单中，许多
有年代感的歌曲都被挖掘出来
了。第二场，霍尊演唱了本该由
母亲成为原唱的《小草》。为什么
说是本该？1983年左右，霍尊的母
亲仲小萍是农垦局文工团的主
要演员，《小草》的词曲作者拿着
歌曲原稿找到了仲小萍演唱，但
农垦局不肯放人，后来才找到其
他歌手演唱。

可惜吗？“我妈非常开心。尽
管她当下觉得很惋惜，但是如果
真成了《小草》原唱，就意味着她
要被调到部队了，她不会到太平
洋歌舞团认识我爸，也不会有我
了。所以自从有了我以后，我妈
的话就是，她比谁都幸福。”作为
歌手，霍尊了解错失好机会的遗
憾：“站在这个角度，（我）其实真
的很难过，心里面想想会很难
过，所以才唱这首歌。”

没为《歌手》准备太多

被问到参加了《歌手》的心
态时，霍尊也坦言，自己参加的
竞演类节目不少，但他自认不是
竞赛型的歌手。在他看来，音乐
本身没有可比性，但作为电视节
目，它需要有一个比赛的噱头，
但对于歌手来说，就是磨炼心
态。一路下来，每一次舞台的磨
练都让他的心态等各方面愈发
成熟。“唱《红颜劫》，全程就比较
淡然，明显跟之前参加节目是不
一样的。觉得自己就是来唱歌，
来享受舞台的。”

而节目中其他歌手的创作
习惯，也让霍尊表示与自己差异
比较大。相比其他歌手每场节目
提前准备四五首备选歌曲，霍尊
认为跟他们比，自己就没那么劳
累。但是跟他以往参加的节目
比，《歌手》确实也是一个不小的
突破。“我以往参加比赛就是类
似于选秀，都是既定的选好了
歌，再去融入自己的想法。《歌
手》真的就是从无到有，整个音
乐团队都忙到不行。以往我都是
比较散的，由着性子来的。这次
这种紧张的氛围，反倒会让我有
成长，虽然不适应，但是还挺乐
在其中的”，霍尊笑说。 瑞恩

霍霍尊尊享享受受《《歌歌手手》》舞舞台台

蔡蔡依依林林直直言言很很好好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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