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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伟、李小冉、邬君梅
实力加盟的都市情感轻喜剧

《下一站，别离》正在江苏卫视
幸福剧场热播。该剧以轻松的
格调和风趣的故事情节，讲述
了大龄剩男剩女秋阳和盛夏之
间的另类婚姻故事，也获得了
不少观众的喜爱，被封为“季节
夫妻”。在最新的剧情中，“季节
夫妻”的“约定婚姻”逐渐面临
更多不可控因素，两人在日常
相处中不断突破先前约定过的

“底线”，由目的单纯的“陌路
人”慢慢变成了“恋人”模样。然
而，还未等二人戳破关系，半道
上又杀出个秋阳“前妻”及女儿
陶陶，这对渐渐走心的“假夫
妻”又开始了直面“过去式”的
波澜历程。该剧播出至今，观众
对于和伟李小冉这对夫妻档很
是看好，而二人接下来的“大闯
关”也愈加让人拭目以待。

于和伟李小冉“好事多磨”

将“冲动是魔鬼”这句话
用在季节夫妻身上，简直是再
合适不过。自《下一站，别离》
中秋阳、盛夏二人约定婚姻以
来，就不断在为自己有目的性
的结婚而承担多方后果。秋阳
忙不迭应付萧伯伯、合伙人及
亲姐，盛夏则因此承受着母亲

的期待，并与闺蜜苏云关系进
入 冰 点 。剧 中 ，被 同 事 要 求
KTV 行“婚姻仪式”的夏秋二
人开始认识到局势的不可控
和欺骗造成的影响，将离婚提
上了日程。但有趣的是，当两
人再度酒后相处，气氛却变得
截然不同，原来二人是“好事
多磨”，已不自觉萌生了决定
情感的多巴胺。

在剧中，秋阳和盛夏二人
的婚姻相处可谓处处闯关。先
是互不干涉的分居模式被打
破，再被亲姐时刻紧盯可疑行
径。被迫同居后，盛夏更是启动
了一级强迫症条款将秋阳约
束，而姐姐秋月依然不改对二
人关系的敏锐觉察力，轮番轰
炸。好不容易一切成为常态，在

最新的剧情中，秋阳“女儿”陶
陶的空降又不小心“升级”闯关
模式。陶陶古灵精怪，更有识破
二人假关系的有利先机，这使
得两人的现状愈加岌岌可危。
对于季节夫妻的这段闯关路，
有观众表示：“这部剧的情节很
有意思，秋阳和盛夏两个人真
是计划不如变化，感觉每一次
的意外状况都会让他们更近一
步，果然真爱还需多方考验，太
顺风顺水就不会起波澜”。

“前妻”半路杀出再引波澜

《下一站，别离》中，秋阳因
经历过两次失败婚姻而不再相
信爱情，而陶陶的出现也促使
秋阳的婚史浮出水面。在剧中，
陶陶侧面助攻夏秋二人睡进了

同一个房间，盛夏的强迫症在
突破完底线后似乎也不再强
烈，两人关系已然变得很微妙。
谁知，前妻顾晓曼随即杀出，让
盛夏开始面临一丝丝尴尬处
境。顾晓曼是个独立性较强的
气质女人，她的出现也让陶陶
的身世之谜被揭晓，而对于现
任和前任的意外会面，也让观
众为之抓狂：“这下好了，秋阳
前妻一来直接换了格局，突然
觉得亲友、同事那些个阻碍根
本不算什么，为两人今后的发
展开始担忧。”

于和伟、李小冉在剧中以
人物的精彩刻画为观众所喜
爱，季节夫妻也愈加有夫妻相。
二人在该剧中一路走来披荆斩
棘，但是“前妻”的出现也让观
众增加了一部分好奇心。因受
过情伤而拒绝爱情的秋阳会不
会再受“过去式”影响，也成为
了该剧主线发展的一大看点。
为此，有观众留言表示：“‘季节
夫妻’之间是时候开始真正的
考验了，超级想知道他们是怎
样解锁前任及现任之间的相处
模式”。
特别提示：前妻出现对于“季节
夫妻”而言是喜还是忧？每晚19:
30锁定江苏卫视幸福剧场《下一
站，别离》精彩正在继续！

《美好时代》通过与“青
年发现者”畅聊改革开放 40
年来涌现出的温暖故事，来
充分挖掘这个时代的美好颇
受好评。日前，《人民日报海
外版》也发表了题为《<美好
时代>：时代垂青奋斗者》的
文章，为节目的正能量点赞。
以下为《<美好时代>：时代
垂青奋斗者》的正文：

小人物讲述大题材，小日
子汇聚大时代。以“时代”为
题，江苏卫视全新推出的人文
讲述节目《美好时代》，让“美
好”成为落在实际的存在，存
在于每个人生活的细节中，存
在于普通人不平凡的壮举中。

在红黄主色调舞台与星
空背景构成的视觉空间里，节
目透着一股“暖意”。节目打破
文化综艺惯常的竞技、朗读等
表现形式，通过“青年演讲”

“浸入式体验”“人物访谈”的
立体叙事，营造出围炉夜话式
的聊天氛围，如暖流般温润人
心。立意上，节目关注社会现
实，呼应时代精神，透过青年
发现者的视角来挖掘时代中
充满正能量、积极向上的美好
之人和闪光之事，传播了奋斗
之美、友善之美、信念之美。

将着眼点放在个人故事、
情感与时代的勾连，这是节目
的特别之处。节目选取的故事
主人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用平凡而真挚的故事语言凝
聚社会不同群体的心声。首期
亮相的“快递小哥”窦立国，从
保安、厨师、快递员到阿里巴
巴上市时的敲钟人之一，励志
传奇的背后是时代给予的机
会和平台，而他也凭借个人努
力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写
下最生动的注脚。北大学生、
前海军陆战队员宋玺，以实际
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年轻一代
的梦想与追求。她参与亚丁湾
护航的非凡经历令人赞叹。正
如她所说：“只有幸福的人才
能做出让其他人也幸福的事，
我们‘90 后’大多数生活在一
个非常安全、物质精神都相对
富足的时代，这些东西赋予了
我们更多安全感、幸福感，所
以我们更能够做一些让世界
变得更好的事情”。

节目播出之后，窦立国、
宋玺的故事受到了观众点赞。
窦立国与时代的彼此成全，让
大家对奋斗的意义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这个时代垂青敢
于奋斗的人，它为奋斗者提供
了巨大空间。哪怕只是平凡岗
位，只要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不
懈追求，就能让自己焕发光
彩，也为这个时代增添光彩。”
节目对个人际遇与时代背景
的关系进行深度挖掘，通过有
温度、有情感、有价值的讲述，
凸显了人性光芒与时代关怀。
特别提示：江苏卫视《美好时
代》每周三晚 21:10 播出，敬
请关注！

江苏卫视《美好时代》

“平凡的美好”获赞
江苏卫视《下一站，别离》

于和伟李小冉“假婚”麻烦多

江苏卫视《嗨，唱起来！》

现实版“缝纫机乐队”唱出梦想之声
2008年，《歌唱祖国》回荡在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夜空；2012
年，《生命万岁》酷玩乐队唱出了
充满热血的音乐能量；2013年，

《海阔天空》成为恒大首夺亚冠
后的全场大合唱。在平凡普通的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穿越
灵魂，用万众合唱的方式，带来
同频共振的梦想力量。

4月27日晚22：00，大型全民
嗨唱互动音乐综艺秀《嗨，唱起
来！》即将在江苏卫视火热开唱。
就像每一首歌都有前奏，《嗨，唱
起来！》先导片“音乐发生记”已
在4月20日抢先开唱，一场欢唱
达人的“全民嗨唱会”邀请普通
人唱出梦想之声，现实版“缝纫
机乐队”、19岁的“中国版阿黛
尔”、“校园版周杰伦”等歌者先
后登场。

“全民嗨唱会”激情开唱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
放声歌唱？有没有那么一首
歌，让你信念重生？有没有那
么 一 首 歌 ，让 你 无 惧 前 行 ？

《嗨，唱起来！》要给所有音乐
爱好者发声的舞台，把最爱的
那首歌唱出来。

按照节目流程，《嗨，唱起
来！》从万千素人中，挑选出100
名嗨唱达人，节目组为此启动

“全民嗨唱会”，并选定在南京欧
拉艺术空间中邀请达人们一同
开嗓。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爱好
者济济一堂，纷纷表达对音乐的
爱好：“我是酷狗音乐的歌手，用
一首歌打败过很多人。”“我爱和
朋友一起去唱K，但从未登上唱
歌舞台。”

力图营造欢乐氛围的《嗨，
唱起来！》首次室内的嗨唱会十
分自由，活动提供了开放式空
间，让歌者能放声歌唱、现场实
时互动，纵情在音乐的海洋里。
曲风千变的海选现场，更似歌者
的盛大party。经典歌曲新编出现
了，费玉清的《一剪梅》有了别样
演绎；歌曲反串有喜感，男选手
模仿腾格尔版的《隐形的翅膀》；
还有老歌重温，孙楠的《你快回
来》引发全场大合唱。

“大咖”相聚致敬经典

在音乐的殿堂里，每个光芒
万丈的歌手，都是时代的缩影，
一如粤语歌曲开山鼻祖许冠杰，
南方徐小凤北方邓丽君，以及后
来的“谭张争霸”和四大天王。要
呈现全民热唱金曲的《嗨，唱起
来！》，自然逃不过超级大咖的超
级金曲，也少不了向它们致敬的
普通人。

在“音乐发生记”里，19岁的

“中国版阿黛尔”来了，外形、气
场与歌手神似；外表阳光的“校
园版周杰伦”也来了，他唱响经
典爱情歌曲《告白气球》；还有当
年庾澄庆在《流星花园》里唱红
的《情非得已》，也再次被演绎。

现实版“缝纫机乐队”的到
来，让主持人彭宇最为惊讶。据
悉，这支由普通人组成的乐队，
与电影颇为相似：贝斯手是高中
生、电吉他手是花卉园林工程
师、键盘手是高铁设计师、主唱
则是电气工程师。这支草
根乐队表示，“把喜欢音
乐的朋友都聚到一起，
能有共同语言，一起迸
发出共唱的力量”。

据了解，经过“全
民嗨唱会”的选拔，欢
唱达人将登上《嗨，
唱起来！》的舞台，
与金牌唱将一

起，共同“酿造”内地音乐节目里
独一无二的“360度环绕声浪”！
特别提示：江苏卫视《嗨，唱起
来！》4月27日晚22：00将迎来首
播，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陶陶陶陶””为为于于和和伟伟““再再婚婚””做做助助攻攻

金金牌牌唱唱将将助助平平凡凡人人实实现现音音乐乐梦梦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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