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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东方卫视全新大
型综艺《青春同学会》在北京举
办了一场“新生报到”发布会。现
场，著名导演沈严，中戏87级同
学徐帆、陈小艺、胡军、李洪涛以
及上戏04级同学陈赫、郑恺、王
晓晨、王文娜一同亮相，提前分
享了不少节目的精彩亮点。《青
春同学会》将召集国内三大戏剧
名校的明星学员，完成一次高难
度的公演挑战。当青春怀旧遇上
专业挑战，会有多少意想不到的
惊喜在等着他们？

明星大咖带老同学公演

说起同学会，大家脑海里瞬
间浮现的想必都是那些青葱岁
月。但对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
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这三所国
内顶尖专业戏剧学院的学生来

说，同学会可能
也是一场各大
电影奖最佳男
女主角齐聚的
明星盛宴。

而集结了
三大院校明

星班的《青春同学会》则无疑将
这场盛宴变得更加热闹。节目
中，将由表演系班主任集结两大
明星班级，邀请明星大咖分别寻
找班上未成名的老同学，并共同
完成由知名导演执导的命题挑
战。据悉，每两期就会有不同的
明星班级或同学轮换上阵，让观
众感受最具话题性的同学会。

近年来，有关哪家戏剧学院
是国内最强演员培训殿堂的说
法一直众说纷纭。即便各家明星
人才辈出，但很少会有正面切磋
的机会。在这场《青春同学会》
中，两大明星班级都将遇上相同
的挑战——— 完成一场高难度戏
剧公演。同一个剧场，同样是老
友重聚，同样短时间内一同编
排，究竟离开学校这么多年的明
星们如何应对这场艰难挑战？

“素人”同学要爆明星糗事

郑恺陪陈赫割过阑尾，黄晓
明被赵薇发过“好人卡”，章子
怡、刘烨为了交作业一起去夜店
体验生活……如果不是他们亲
口爆料，很难想象这些发展得风
生水起的明星们还有这样的交
集。但抛开他们的明星身份，这
些都是青春里最常见的场景。

随着明星班的老友重聚，这
些当年一起经历过的青春年少
也将在节目中被再度提起。此前
曝光的首轮嘉宾，就有中戏87级
的徐帆、江珊、陈小艺、刘红梅，
而上戏则有04级的陈赫、郑恺、
张殿伦以及老师谷亦安亮相。发
布会现场，又有胡军、李洪涛、王
晓晨、王文娜几位老同学加盟。

“重返青春”的他们将为观众揭
秘多少私房记忆和独家“黑料”？

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个明星
院校的学生都能成为明星。即便
是所谓的“明星班”，也有不少默
默无闻的“素人”同学。节目中，
除了明星嘉宾，当年一同求学的
他们也将参与节目。其中，中戏
87级的刘红梅虽然很少在舞台
上露面，但当年留校任教后她也
教出过孙红雷这样的明星学生。
他们是如何走上和明星同学们
不同的道路？节目中，他们又会
爆出多少“青春猛料”？ 冬冬

《青春同学会》：徐帆江珊老友重聚
湖南卫视综艺节目《爸爸

去哪儿》第5季因为小小春、嗯
哼、小泡芙、NeiNei等萌娃掀起
了一番热烈讨论，网友从结束
便开始期待下一季的到来，近
日，有消息传出节目导演组已
经开始考察拍摄景点，节目开
录应该指日可待，同时，网上
流传出一份新的嘉宾名单，赵
文卓、张丹峰、包贝尔等明星
均榜上有名。

2017年底，曾有网友列出
第6季的假想嘉宾名单，包括周
杰伦和女儿、陈建州和双胞胎
儿子、贾乃亮和女儿甜馨、邓
超和儿子女儿……名单在网
上引起热烈讨论，不过由于名
单太理想化，多数网友认为实
现的可能性太低。也有网友在
今年初表示，主持人欧汉声

（欧弟）才是节目的嘉宾人选，
但被他本人否认，并表示妻子
也不希望女儿参加。

近日嘉宾名单又有更新，
完全推翻了先前的传闻，据传
有张丹峰及女儿张晞彤、包贝
尔与女儿包可艾、赵文卓和儿
子赵子龙、王栎鑫和女儿王唯
伊等，而因《偶像练习生》出道
的陈立农被曝出会作为实习
爸爸在节目中亮相，只是陈立
农今年才17岁，让人猜不出传
言是否可信。 孟祥玉

《爸爸去哪儿》
赵文卓要参加？

《中国新说唱》
导师阵容无变化

5月13日晚，东方卫视《极
限挑战》来到浙江安吉展开了
一场意义深刻的活动。山路崎
岖，“极挑团”变身成为“矿工
团”，在重重挑战中与各种自然

“灾害”作斗争，感知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每一个任务都大有
深意。最终，“极挑团”用实际行
动成功化解“生态危机”，守护
了美丽的绿水青山。

活动中，“极挑团”成员身
上佩戴的“生命计数仪”计量的
是每个人的碳排放指标，在挑
战过程中所遭遇的每一次自然

“灾害”也都是因为过度开采导
致的。节目最后的生态屋尤其
触目惊心，过度的碳排放造成
的温室效应让屋子变成了“大
温室”，酸雨等接连袭来。成员
们要通过种树、关电器等一系
列可以减少碳排放的“自救”行
为，才得以逃出小屋。如此真实
的画面看得观众格外动容，“这
个节目真的给现实中的人们上
了特别严肃且有意义的一课”。

曾俊

2017年，《中国有嘻哈》播
出后爆红，成为当年最热综艺，
但由于众多负面消息，第二季
节目改名为《中国新说唱》。对
于新一季的导师人选，网络传
出许多名单，目前节目组公布
吴亦凡确定担任导师，热狗也
在微博亲自回应网友，“开什么
玩笑，冠军导师能不参加吗？”
间接证实继续出任。

近日传出消息称，《中国新
说唱》导师阵容和上届相同，张
震岳将继续和热狗搭挡，潘玮
柏也将再续前缘，但节目方也
不排斥有其他新成员加入导师
阵容；目前预计节目将在今年6
月初举行海选，希望能在7月顺
利开播。

至于张震岳是否再和热狗
搭挡出任导师，两人所属的经
纪公司回应称，“一切等节目组
公布。”潘玮柏方面则尚未获得
华纳音乐的回应。 东森

“极挑团”
守护绿水青山

阚清子想当“试睡员”
5 月 14 日晚，《女人有话

说》播出的最新一期节目中，阚
清子、张雪迎和谢依霖就理想
职业进行了讨论。被问及“如果
不做演员会想做什么”时，阚清
子直言：“我要去做试睡员！”张
雪迎问起原因，阚清子透露，因
为一个人在家太孤独这让她不
能承受。

阚清子解释道，“就比如说
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觉得
我不行，我现在要去酒店住，因
为觉得在家很孤独，没有人照
顾你，没有人关心你”。有些失
落的她还重复道，“我自己一个
人的话我就觉得不行”。自《亲
爱的客栈》播出后，阚清子和纪
凌尘这对俊男靓女的爱情一度
遭到许多羡慕的目光，但近几
个月，两人微博取关也减少互
动，更出现了分手传闻。听到阚
清子这番话，有网友留言表示
终于理解阚清子“催婚”的心理
了，也有网友表示，“她性格真
的挺让人心疼的”。 白茉

《《嘿嘿！！好好样样的的》》：：

芒芒果果台台新新主主持持上上演演求求职职记记
隔记者 逯佳琦

近日，湖南卫视（芒果台）一档打造新生代主持人的综艺真人秀《嘿！好样的》已经火热开播。作为
湖南卫视继《闪亮新主播》后再度打造的一档主持人选秀节目，《嘿！好样的》一经播出就引发了观众的
热议。在首期节目中，除了何炅和汪涵两位主持人合体、“主持菜鸟”们各展强悍特长带给观众不少惊
喜之外，节目中随时出现的各种“主持人成长小贴士”也让节目收获了不少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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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台再造新主播

曾成 功 打 造 了《 超 级 女
声》、《快乐男声》等节目的湖南
卫视一直对选秀节目青睐有
加，2005年，凭借主持人选秀节
目《闪亮新主播》成功出道的杜
海涛、吴昕如今也已成为湖南
卫视的当家主持人。近日，节目
形式类似于《闪亮新主播》的

《嘿！好样的》也正式亮相湖南
卫视，这一次，19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主持新生，将化身“逐梦飞
行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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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节目介绍，19位“逐梦
飞行员”将在三个月内争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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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淘汰制最
终诞生湖南卫视主持“新人王”，
这位“新人王”将得到2019年湖

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首张主持
席位。虽然19位“菜鸟”的表现不
一，但是这种成长类的选秀形式
还是相当能吸引观众的好奇。在
首期节目中，除了芒果台办公大
楼和《歌手》节目幕后制作揭开
面纱让观众直呼“惊喜”，两位主
持风格各有千秋的知名主持人
何炅、汪涵一同现身，为第一轮
晋级的12位“菜鸟主持人”颁发
湖南卫视工作卡（芒果一卡通），
仪式感十足。此外，节目在12位

“主持菜鸟”工作时打出的字幕
指导也包括了“怎么与明星合
作”、“主持人的基本素养”等“干
货”，更是被观众封为“行走的主
持人实训手册”。

实力是抢镜神器

在《嘿！好样的》首期节目播
出后，让观众热议的可不仅仅是
何炅、汪涵合体。在节目中，镜头
始终跟随第一轮晋级的12位“主
持菜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

作生活都在节目中有所展现。不
少观众看完节目后感慨：“原来
他们在有重要工作任务的前一
天晚上，也会紧张失眠彻夜排
练”、“看到半夜起床对着镜子练
习发音的他们，让我想起了当年
第一次参加面试的我”。值得一
提的是，虽然成功进入了芒果台
的办公大楼，但是12位“主持菜
鸟”的职场考核之路并没有走到
尽头，在入职湖南卫视的第一
天，12位成员集体迟到，也让身
为营长的杜海涛一改往日的呆
萌活泼形象，第一次在节目中出
现“黑脸”。

《嘿！好样的》播出至今，“主
持菜鸟”们更是花式登热搜。节
目中，王荣麟用孩子气的不公平
竞争挤掉李浩菲得到了与歌手
华晨宇的合伙权被观众“骂惨”，
尽管他们也爱哭、爱打闹、爱追
星，但是作为从全国选拔出的主
持尖子生，他们在节目中展现出
的实力也很强悍。在首期节目的

特长展示环节，李浩菲一秒落
泪、马思超四国语言自我介绍、
王荣麟表演魔性神曲等技能震
惊了不少观众，他们也成为目前
关注度最高的成员，“不论到什
么时候，有实力才是硬道理”，节
目播出后有观众评论。

杜杜海海涛涛当当营营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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