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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
看点：两代“白娘子”重聚

播出时间 ：大年初一 （2 月 16
日）19：30

由湖南卫视举办的一年一度
的华人春晚将在大年初一 19:30 以
全新之姿踏“喜”而来！ 目前，晚会
已经公布了部分嘉宾阵容， 赵雅
芝、叶童、钟汉良、杨钰莹、邢昭林、
杨宗纬、苏诗丁、高晓攀、陈曦等人

气嘉宾重磅加盟。 在所有的节目
中，最让人期待的当属《小戏骨白
蛇传》 中扮演白娘子的陶奕希和
扮演小许仙的周芷莹与 92 版《新
白娘子传奇》 中白娘子和许仙的
扮演者赵雅芝和叶童的同台首
秀， 小戏骨和老戏骨合体同台重
现经典。

“贴春联、吃饺子、看春晚”已经成为了中国人过年的“标配”。 除了央视春晚是除夕国人的视线聚焦外，各大卫视的春晚也成为
了春节荧屏亮丽的风景线，且每家都有“一招鲜”成为最主打的看点。 浙江卫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东方卫视以及辽宁卫视的春
晚，看看哪台最为吸引您。 春节长假期间，如果您忙于和家人团聚，错过了当晚的电视播出，还可以去优酷视频，随时随地点击观看
各台的春晚节目。

央视
看点：年轻演员继续占据主力

距离央视狗年春晚越
来越近，这段时间，歌舞类
节目正在进行紧张的排
练， 节目阵容相继浮出水
面。 据了解， 李易峰、鹿
晗、 张艺兴、 王俊凯、王
源、易烊千玺、陈伟霆、杨
洋、关晓彤、郑恺等均接到
邀约， 有望登上央视春晚
舞台。 加上之前语言类节
目审查中现身的邓伦和杨

紫，2018 年央视春晚年轻
男演员扎堆， 这其中的不
少人将演唱符合新时代的
主题歌曲。

在这些年轻演员中，
有不少已经登上过央视春
晚舞台。杨洋曾在 2016 年
央视春晚中和佟铁鑫合唱
《父子》；张艺兴在 2017 年
央视春晚与井柏然同台亮
相； 同样是 2017 年春晚，

鹿晗和陈伟霆共同演唱了
《爱你一万年》。

今年语言类节目将
突出表达新时代的蓬勃
生机与旺盛活力。父慈子
孝、求真务实、平安中国、
共享时代、 血缘亲情、中
非友谊、文化社区、脱贫
攻坚、儿童成长等话题都
将受到关注，以此传播正
能量。

风格各异 精彩纷呈 亮点不断

多台春晚烹制荧屏“年夜饭”

辽宁卫视
看点：郎朗郭冬临钢琴对决

播出时间 ：腊月二十
九（2 月 14 日）19：30

如同往年，2018 辽视
春晚将如约在农历腊月
二十九和观众见面。 除了
独具辽视特色的语言类
节目外，今年很多沈阳籍

艺人也将回归家乡，有的
还呼朋唤友带来了自家
“兄弟”，陈思诚就将携王
宝强、肖央组成《唐人街
探案 2》主创“三兄弟”，亮
相今年的晚会。

在辽视春晚主打的语

言类节目方面， 潘长江、
潘阳父女，巩汉林、巩天
阔父子两对“笑星家庭”，
与黄晓娟、郭金杰一起演
绎了既搞笑又充满温馨
的小品《团圆饭》， 宣传
“家文化”的传统。

东方卫视
看点：“欢笑品牌”闹新春

播出时间 ： 大年初一 （2 月
16 日）19：30

2018 东方卫视春晚齐集了演
艺圈最当红、 最经典的新老势力，
胡一天、许魏洲、侯明昊、郑业成领
衔最当红鲜肉阵容，一网打尽少女
心；郭德纲、陈思诚、冯绍峰、小沈
阳携三部贺岁大片登台， 宋小宝、

乔杉携新作与“德云社”现场过招，
欢声笑语闹新春。

今年，东方卫视春晚不仅邀请到
了郭德纲、宋小宝、小沈阳等中国喜
剧圈的“顶梁柱”，更有《祖宗十九代》
《唐人街探案 2》《西游记之女儿国》
三大贺岁片扎堆儿助阵，可谓集齐了
最强“欢乐力量”，陪您大笑闹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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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视
看点：胡巴陪您度过贺岁夜

播出时间： 腊月二十
九（2 月 14 日）20:30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浙
江卫视打出了“组合拳”，先
是在小年夜以中国蓝燃情
贺岁夜暨《捉妖记 2》全球

首映礼拉开新春狂欢序幕。
在已经曝光的贺岁夜阵容
中可谓大咖云集，不仅有
梁朝伟、白百何、井柏然、
李宇春、杨祐宁等领衔的
“捉妖天团”帅气加盟，承载

无数人青春记忆的 S.H.E
以及被称作“国民组合”的
凤凰传奇也将带来各自的
精彩表演。 此外，欢乐“活
宝”贾玲、宋小宝也将施
展幽默“神功”。

江苏卫视
看点：重温春晚熟悉的声音

播出时间 ：大年初二 （2 月 17
日）19:30

江苏卫视连续几年着力打出怀
旧牌、重聚牌，相继促成了 F4 十年
重聚、《新白娘子传奇》 剧组合体、
86 版《西游记》女神同框、TVB 男神
聚首等经典重逢的场面。

今年的狗年春晚，荔枝春晚寻

找到新的破题角度： 春晚的声音。
张明敏、蔡国庆、陈明、吉祥三宝受
邀为观众带来那些充满回忆又耳
熟能详的春晚金曲，让那些伴随一
代国人温暖记忆的熟悉旋律重新
响起。

（据《广州日报》《北京晨报》）
（具体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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