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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晚，《天天向上》
播出“爱交朋友的湖南人”一期
节目，这也是《天天向上》这档
开播近十年的节目最后一次在
周五晚上和观众见面，节目调
档引发了观众对于周日新时段
的无限期待。

上周播出的《天天向上》邀
请金牌投资人熊晓鸽和创业传
奇奉佑生、姚劲波三位叱咤商
界的湖南籍才子做客，以主持
人汪涵朋友的身份畅聊创业过
程中的冷暖酸甜。节目正片播
出后，全新宣传片也正式上线。
宣传片中，天天兄弟对即将开
辟的周日新战场信心满满，汪
涵自信喊话：“只要我们有信
心，放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有
观众支持！”在周五综艺满溢的
当下，《天天向上》作为湖南卫
视频道整体战略的需要，即将
在4月22日起，正式移师周日晚
十点播出，收获不少忠实观众
的鼓励和支持。 大发

《天天向上》调档周日

韩庚因剪辑受争议
节目组道歉

4 月 15 日，韩庚工作室发
文称，韩庚录制节目《这！就是
街舞》中被剪辑不当造成不良
影响，要求节目组道歉。随后选
手集体发声支持韩庚。4 月 16
日凌晨，节目组导演发文致歉。

4 月 14 日晚，《这！就是街
舞》因剪辑问题先后被罗志祥、
韩庚方发声明要求道歉，由于
剪辑问题，韩庚对淘汰队员的
不舍与纠结以及尊重没有被呈
现，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失误就
是失误”的引导。这一剪辑也导
致网友对韩庚表达了很多负面
评论。因此，工作室希望节目组
道歉，随后，态度大师队队员集
体发微博力挺韩庚，“韩庚队长
私下对我们很关心，所以大家
一定要明白剪辑和真实是不一
样的，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
韩庚队长。”

16 日凌晨，节目组导演陆
伟发表道歉长文章，表示“韩庚
队长在节目中任何需要作出他
判断的时刻，都是非常公平
的”，韩庚工作室也回应：愿以
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 英子

近日，焦恩俊 22 岁爱女焦
曼婷报名参赛选秀节目《创造
101》引发网友关注。4 月 16 日
凌晨焦恩俊却发微博控诉节目
组不让他和女儿联系，让他担
心不已。

焦恩俊凌晨在微博寻女，
透露女儿脚受伤但却联系不
到，这让他很着急，希望他们能
让他和女儿通个电话，他接着
又控诉“节目组居然不让参赛
的选手们跟家人联系，这是怎
样的一个节目啊？”自称“担心
到 3 天无法入睡”，难过表示

“他们都无儿无女吗？如此对待
一个受腿伤的女孩吗？我不能
相信”。有网友解释节目内容要
保密，本来就会没收学员手机，
并表示节目组都备有专业医
生，要他真的不要太担心。但这
似乎并未平息焦恩俊的怒火，
他气愤表示：“不让学员跟家人
报平安打电话，管你什么节目
都是不应该的。” 布鲁

女儿选秀受伤失联
焦恩俊三天未睡

历时三个月的激烈角逐，
湖南卫视《歌手》2018“歌王之
战”4 月 13 日晚落下帷幕。七位

“歌王候选人”携手帮唱嘉宾上
演巅峰音乐对决，经过帮帮唱
和个人独唱两轮竞演，英国唱
将 Jessie J 以出色的演绎荣获
本季“歌王”称号。华晨宇斩获
亚军，汪峰获得季军。当晚在后
台接受记者采访时，Jess ie J
笑言自己原本以为冠军会是汪
峰。而赛前呼声很高的汪峰、华
晨宇则纷纷表示，这一赛果“实
至名归”。

Jessie J
这个“外国歌王”

实至名归
本以为冠军

会是汪峰

在发表获奖感
言时 Jessie J 称：“真
的很难用言语来表
达我此刻的感受。每
次你们所给予我的热
烈欢迎、理解、尊重和
爱陪伴了我这三个半月
的时间！每一个我在这里
遇到的人，每一位艺术家、
音乐家以及这个团队里所
有人都充满了爱，让这个节
目不同凡响。”

作为《歌手》舞台上诞生
的首位外国“歌王”，Jessie J
在后台大呼意外：“我参加这
个比赛，不是冲着拿奖来的，
最大的期望是把好作品带给
大家……其实在我心里，汪峰
也有实力拿冠军，他今晚的实
力我非常佩服，我觉得他就是
冠军。汪峰在比赛中希望给中
国流行乐留下东西的想法，这
一点我也无比尊重。”

此外，Jessie J 也表示：
“每个来到决赛的人都是自
己的‘歌王’，除了战胜自己，
我没想过击败任何人，我做
了想来这里做的事情。”

谈及当晚选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这首
歌曲的原因，Jessie J 透
露，这首歌是自己 3 岁时
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
曲，当时就打动了自己，
“这也是我给中国和中

国歌迷的一封情书，这首歌里，
唱出了我要对中国和中国歌迷
表达的情感。”

编曲融入中国元素圈粉

今年《歌手》总决赛在赛制
上动了不少脑筋，现场500位听
审团成员的投票次数多达5轮。

经过精彩的“帮帮唱”环节，
Jessie J、汪峰、华晨宇最先从各
自的队伍中脱颖而出。其中，
Jessie J 邀请李玟共同演绎其个
人冠军单曲《Bang Bang》，不仅
用充满中国风的琵琶乐作为开
篇，还特别结合了周杰伦的《龙
拳》，创意性的改编颇具诚意，更
让这首世界级流行金曲带有了
中国味道，还让观众看到了国际
级顶尖歌手合作的无穷魅力，轻
松引燃现场。

在个人表演环节，四强歌手
的风格也各不相同。Jessie J 以
名曲《 I W i l l A lw a y s L o v e
You》登台，收放自如的表演引
发全场共鸣。一曲唱毕，Jessie J
更现场落泪，感谢中国观众和

《歌手》舞台给自己带来的善意。
在最终结果公布前，不少观

众都认为“看到歌单就觉得汪峰
赢了”，还有观众认为，华晨宇有
望成为这个舞台第一个“90后歌
王”。相对来说，实力强劲的
J e s s i e J 反而变得不那么“热
门”——— 毕竟这个舞台从来没出
现过外国唱将拿“歌王”的先例。
因此，当何炅宣布 Jessie J 成为
本季“歌王”时，舞台上的她也激
动地哭成泪人。

成中英文化交流使者

对于这个在情理之中却又
在意料之外的结果，很多观众在
微博上叫好。事实上，自参赛以
来，被观众亲切地称为“结石姐”
的 Jessie J 就以耿直洒脱的个
性，赢得了很多中国观众的好
感，如今，她也被认为是中国与
英国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对于当晚 Jessie J 演唱的两首
歌曲，网友们也赞叹有加。歌曲

《Bang Bang》中，Jessie J、李玟
以及谭定安的配合天衣无缝，三
人完美的舞台表现被观众盛赞

“《Bang Bang》让我感觉好像身
在格莱美现场”。

此外，《 I will always love
you》则被认为是“一次撼动心
灵的神级现场演唱”，“完美的演
唱，不需要任何炫技，一切都源
于真实的情感流露，张弛有度，
如泣如诉，台风与气息都只能用
一个稳字说明，隔着屏幕都能感
受到强大的气场与感染力。”

对于这个结果，其他歌手当
晚在后台接受采访时都表示服
气。汪峰首先恭喜 Jessie J：“首
先我觉得 Jessie J 拿冠军是实
至名归、名副其实的。”他也表
示，自己和乐队“有一些遗憾”，
不过“收获大于遗憾”。而华晨宇
则透露自己能够得到第二名已
经非常知足：“我来这个节目是
学习，一路走来从改编到创作，
一直在学习。站在这个舞台拿到
名次超出了我的意料。”

莫斯其格

节目增加互动环节

第三季的《我想和你唱》延
续了前两季歌手和素人同框合
唱的节目核心，在此基础上还增
加了互动性更强的歌手CALL
OUT环节和星素KTV环节，让
素人和歌手在《我想和你唱》的
舞台上玩得更嗨。作为第二期的

“想唱大来宾”，王源在全民 K 歌
（手机软件）上传合唱视频后，短
时间内就有 230 多万歌迷参与同
框合唱，超高人气可见一斑。为
什么会选择自己作词作曲的《十
七》作为合唱曲目，王源回答说：

“就因为我觉得《十七》挺好听
的，我很用心创作的，希望更多
的人听到。”王源也表示，看到这
么多人来合唱《十七》，对他也是
一种鼓励和肯定，接下来自己也
会更加努力地去创作新的歌曲。

第一次和喜欢自己的素人
在舞台上合唱，王源觉得特别的
新鲜和开心，“我觉得节目核心

‘与其仰望，不如合唱’这句话说
得挺好的。平时喜欢我们的歌迷
都只能在手机上听我们的歌，很
难有机会能和我们同台唱歌，现

在有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都来
参加《我想和你唱》，和偶像一起
同台演唱，真正做到‘与其仰望，
不如合唱’。”王源对《我想和你
唱》节目宗旨的理解也让大家看
到年轻偶像的真诚和对歌迷的
呵护。

王源超怕现场跑调

《我想和你唱》除了星素同
台合唱备受关注外，素人和歌手
同框合唱的视频也是节目的看
点之一。对于和自己同框的素
人，王源没有特别的要求，“但

‘戏精’上身，特别有表现力的素
人会更让我注意。”遇到不淡定
的素人王源会紧张吗？王源说自
己很少遇到不淡定的歌迷，“倒
是平时听到别人说‘哇，是王源’
的时候，自己就会跑得特别快。”

究竟哪些素人会来到现场
和自己合唱，王源也特别期
待，“我没有和素人一起在舞
台上合唱过，刚才彩排的时
候，在后台听到他们唱自己的
歌，感觉非常奇妙。”被问及如
果有素人跟他合唱的时候跑
调怎么办？王源调皮地回答：

“我比较担心自己会跑调啊，
希望素人能够宽容我一点，
如果素人跑调了也没关
系，我们一起唱歌就是好
玩，开心就好。”

在《我想和你唱》的
舞台上，王源即将迎来喜
欢自己的素人，而他作为

“歌迷”也有想合唱的对象，王
源说：“我特别喜欢林俊杰，希望
有机会和他一起合唱，演唱会那
种形式，我很期待。” 冬冬

《我想和你唱》：王源最想和“戏精”唱唱
即将于 4 月 27 日黄金档与观众见面的湖南卫视大型音乐

互动综艺《我想和你唱》第三季，近日在长沙进行了第二期节目
录制。继首位“想唱大来宾”蔡依林之后，人气歌手王源也登上

《我想和你唱》的舞台和素人观众一起合唱，谈到这种“同框合
唱”的互动形式，王源表示特别好玩和开心，并表示自己也想和
喜欢的歌手林俊杰有机会能够同台合唱。

JJeessss iiee JJ 中中国国圈圈粉粉不不少少

王王源源要要唱唱自自己己写写的的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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