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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明星跨界音乐真人
秀节目《跨界歌王》第三季已经
正式登陆北京卫视播出，节目
首发歌手是吴秀波、徐静蕾、刘
恺威、陈学冬、李菲儿、韩东君，
点评嘉宾是薛之谦、谭维维、黄
子佼。作为一档老牌节目，《跨
界歌王》第三季（以下简称《跨
界歌王3》）延续了前两季的强大
明星阵容，也在节目设置上做
了一些新升级，第三季的首期
节目看点不少。

节目新升级亮点

日前，在《跨界歌王》第三
季发布会上，徐静蕾自曝被

“吓”得暴瘦8斤，主持人栗坤也
“补刀”称：“我们的节目还能减
肥呢”。首期《跨界歌王3》播出
后，网友们还脑洞大开找出了
更多健康妙招：有网友跟着唱
歌跳出一身汗，还有网友随着
节奏拍腿减肥。与前两季节目
不同的是，本季的节目投票大

屏幕被移位到顶部，每位歌手
的投票结果都要仰头观看，到
了投票环节，点评嘉宾薛之谦
仰头看着投票大屏幕幽默表
示：“这个节目还能治颈椎！”

此外，本季《跨界歌王》为
了给跨界歌手更多互动空间,打
造了一个融合观众区和表演区
的沉浸式舞台，跨界歌手们从
集结间候场升级成直接空降在
观众席候场，不仅让观众可以
近距离看到大家喜欢的艺人，
也能让在台下当观众的跨界歌
手们紧张感倍增，反应更直接、
更真实。

据首期节目来看，《跨界歌
王》第三季的编曲风格与前两
季节目相比更加多样化，跨界
明星的表演形式也随之多样
化，在跨界明星歌唱的过程中，
更能把他们身上与众不同的亮
点展现给观众。在首期节目中，
六位首发跨界歌手不同的风格
也给了观众不同的感受。

嘉宾表现有特色

最新一季的《跨界歌王》延
续了节目众星云集的大手笔，
首期节目中，众多跨界歌手来
袭表现可圈可点。其中，波叔一
首高难度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颇具大将风范，让竞演现场变
成了他的个唱，引发了全场大
合唱。此前一直处于“掉线”状
态的徐静蕾则用温婉细腻的嗓
音将青春“娓娓道来”，一袭白
衣，与当年《将爱情进行到底》
中的清纯形象仿佛重叠在了一
起，而在曲末，神秘嘉宾李亚鹏
的现身更是掀起全场高潮！

与波叔、徐静蕾认认真真
唱歌不同，陈学冬和刘恺威则
承包了整期节目的话题，尽显
综艺感。陈学冬的声音高低分
明，最后的重低音收尾堪称专
业，连点评嘉宾薛之谦也称赞
陈学冬唱歌好听到像“假唱”。
在陈学冬表演结束后，主持人
栗坤让他拉拉票，谁承想陈学
冬如此地接地气：“千山万水总
是情，投我一票行不行”、“大哥
大姐过年好，投我一票好不
好”……“土”味拉票引得全场爆
笑。而刘恺威演唱张学友的《心
如刀割》意外成了整期节目最
大的“催泪弹”，低音炮般的嗓
音引得一大批观众追评：“开口
跪了！苏得我腿都软了”、“真的
哭了”。 本报综合

在央视《欢乐中国人》即将
播出的最新一期节目中，海清将
作为中国故事讲述人，为大家讲
述了一对“超级红娘”几十年如
一日为单身青年找对象、组家庭
的故事。

节目中，海清向观众介绍
了一对义务当了64年红娘的老
夫妻——— 陈轶伦和兰毓云，在
他们数十年的努力下，一共有
1880对男女喜结连理。

海清将爱情比喻成化学方
程式，她说道：“如果世上每个
人都是一种化学元素，那么两
个相知相恋的人依靠的一定是
化学反应，”而这对红娘夫妻，
则是“爱情的催化剂”。在谈到
现代人的婚恋观时，海清也表
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找
对象没有完美的，其实性格才
是最重要的。”

此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海清也即将大方分享自己的育
儿经：“做一个东西，初始是喜
欢，后面是坚持，奖杯、奖牌或
者名次，其实对你们来说重要，
但一定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
是自己和自己的磨练，自己的
成长。”作为孩子的母亲，海清
在教育上是相当用心的。她也
曾提过：“保护好孩子的兴趣是
最重要的”；谈到当代中国家长
的焦虑，海清也鼓励家长“用责
任代替焦虑”，让孩子健康成
长，有完善独立的人格，才是重
要的。 小左

《欢乐中国人》
海清分享育儿经

《跨界歌王3》首期节目惊喜多

陈学冬“土味拉票”承包笑点

《嘿！好样的》
杜海涛就职“营长”

湖南卫视职场历练主持
新人节目《嘿！好样的》已于5
月10日上线。19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主持新生，以湖南卫视试
用员工的身份，进入主持新生
特训营开启人生中一场特殊
的“职场菜鸟成长记”。

《嘿！好样的》既首次展现
湖南卫视传媒生态圈各种台
前幕后，又真实地再现湖南卫
视主持新生的成长与蜕变。

刘承林、李璐尔、陈梓铭、
管金麟、侯朋岩、丛日新、张雨
薇、蓝博、冉高鸣、陈俊翰、任
胤菘、冯俊杰、牛泽萌、李晨
阳、刘学铨、刘羿、马思超、李
浩菲、王荣麟19位“逐梦飞行
员”，将在三个月内争取《歌
手》《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

《我想和你唱》等节目台前幕
后的工作机会，经历各大王牌
节目突如其来的考核，最终诞
生一位湖南卫视主持新人王，
同时获得2019湖南卫视跨年
演唱会的首张主持席位。

值得一提的是，“快乐家
族”成员杜海涛已经加盟节
目，他将常驻节目并担任主持
新生实战特训营的营长，带动
和发掘新生代主持人优势，着
力培养主持新秀。 本报综合

莫文蔚最新单曲首度携
手华晨宇，由华晨宇为她量身
订做谱曲。据悉，莫文蔚与华
晨宇的相遇，源自于两人一同
参与音乐类选秀节目《天籁之
战》，一开始她对这个年轻的
孩子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个
人气很旺的新生代歌手，但随
着在节目进行中，华晨宇一次
又一次散发独特的光芒，不但
吸引了众人，更让莫文蔚为之
惊艳，“这小子的音乐能量无
可限量！”私底下两个认真又
不做作的人，在经过节目第一
季3个月的相处后，自然也成
了会谈天说地的好朋友。

当第二季两人再度合作
时，莫文蔚也开始筹备庆祝25
周年的新作品，非常欣赏华晨
宇的她，第一时间就锁定向他
邀歌。没想到的是，莫文蔚才
一开口，华晨宇竟腼腆地说：

“其实早在认识你之前，我就
已经写好了一首demo叫做‘莫
文蔚’，现在终于可以交给你
唱了！”连莫文蔚都直呼这缘
分实在太不可思议！ 苗菲

莫文蔚最新单曲
将合作华晨宇

《朗读者2》：温暖回归清流依旧
隔记者 权震乾

还记得去年刷爆朋友圈的
文化综艺《朗读者》吗？5月5日
晚，董卿带着《朗读者》第二季
回归电视荧屏，这次董卿除了
担当制作人和主持人外，又多
了一个身份———《朗读者》总导
演。首期节目中，董卿邀请了来
自各行各业的五位朗读者，几
位嘉宾的倾情讲述引发了观众
热议，节目也收获了“清流依
旧”的超高评价。

初心回归

姚明谈负伤让人动容

董卿节目一开始即说，“每
个人的初心各不相同，《朗读者》
的初心也很朴素，用最真挚的情
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

《朗读者》第二季回归首期将“初
心”定为主题，节目中的几位嘉
宾对于初心也有着自己不同的
理解。

来自山东临沂的清华大学
副校长薛其坤，他的初心是追求

科学本身带来的乐趣，即使每天
在实验室工作16个小时，但科学
的力量让他能够忘记疲惫，追寻
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对于曾经中
国最知名的篮球运动员姚明来
说，他的初心是使更多人得到认
同，让人去模仿、喜欢、运用并且
对大家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无论
是现在中国篮协主席的地位，还
是成为上海大鲨鱼俱乐部的投
资人，都让他希望不断去尝试。
谈到自己因伤病无法恢复而无
奈退役的经历时，姚明脸上的无
奈触动了观众，在网络上引发不
少讨论，有人说姚明的伟大之处
不仅限于他在篮球方面的成就，
更因为他对于自己清醒的认识
和追求进步的精神。

变与不变

跨时空朗读有新意

成为《朗读者》第二季的总
导演，董卿肩上的担子重了不
少，4月26日，《朗读者》第二季举
行了新闻发布会，而就在节目播
出在即的彼时，还有三分之一的
内容尚未录制完成。董卿接受采

访时表示，现在是她最焦灼的时
候，因为她与团队有种急切地寻
求突破的心情。众所周知，一个
口碑良好的节目继续走下去，要
想让观众永葆收视热情，就需要
不断有新鲜的东西让观众产生
兴趣。《朗读者》第二季在保持第
一季水准的基础上，也做出了不
少变化。

在首期节目中，节目还加入
了跨时空阅读的新形式，比如清
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在朗读《大
学》片段的同时，清华物理系的
几位科学家也在不同的地区和
他同读一本书、一选段，让人听
得心潮澎湃，能够通过只言片语
体会到科学家们的初心和追寻
科学的赤诚。而贾平凹的朗读部
分，则变成了一场他与朋友、读
者分享作品精彩选段的读书会，
让观众聆听到不少他著作中的
精彩段落。

引发思考

观众因节目爱上阅读

《朗读者》第二季首期播出
后，带给了观众不少思考和讨

论，有不少观众表示爱上了这
种跟着节目一块阅读的方式，
听完嘉宾朗读的选段后，还会
找出这本书继续阅读。这种分
享方式，激发了观众对阅读的
热情。

正如董卿在节目中所说，
《朗读者》能够做得就是用真挚
情感和美好文字抚慰人心，这种
朴素被观众评价“节目的读本有
种哀而不伤、高而不冷的恰到好
处”，这也正是董卿想要通过节
目传达的理念，她希望《朗读者》
第二季能够更加理性，而不是单
纯用卖惨来打动观众。

据悉，《朗读者》第二季接下
来还会请来不少重磅嘉宾，比如
要与观众分享“生命”的胡歌，曾
经花了8小时才最终选定自己的
主题词，他还将在节目中分享12
年前自己经历的那场惨痛车祸。
此外，在嘉宾的选择方面，董卿
表示自己就是想要选择一些特
别难请的嘉宾，比如出了名低调
的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和刚刚获
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大奖的
张弥曼。

陈陈学学冬冬

华华晨晨宇宇、、莫莫文文蔚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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