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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8日 星期一文娱新闻

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全球华人共同期盼的中央电视台《2019
年春节联欢晚会》将掀开面纱。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后的首

个春晚，今年春晚将以“奋进新时代、欢度幸福年”为主题，坚持守正

创新，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努力营造出欢乐祥和、喜气洋洋的

新春氛围，为全球华人献上一道丰盛的年夜大餐。

欢声笑语创新突破
语言节目惊喜连连

相声、小品历来在春晚舞台上最受期待和关注。2019年春节联
欢晚会语言节目将集结全国喜剧界编、导、演的最强阵容，紧扣民生

热点，更加接地气。例如：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交往、消费者与服务者

的互相理解，揭露市场诈骗、鞭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品，力求用

幽默的桥段、创新的方式呈现社会热点，让观众的笑声穿透掌声，引

发共鸣。

今年春晚语言节目的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聚集了相声新生代

演员、脱口秀人气演员、影视演员以及喜剧实力派演员。阵容搭配

独具匠心，跨界组合效果充满惊喜，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层观众，力

求满足不同受众需求。

载歌载舞闹新春
时尚经典咏流传

今年歌舞类节目大胆创新，旋律优美，寓意深远。节目组发动

社会各方积极性，调动了广大词曲作者的创作热情，打造精品节目，

创作出了一批优秀节目。

歌曲节目将分为中国梦歌曲、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歌曲、经
典老歌、年味歌曲，健康向上的美声、民族、流行歌曲等类别。既有

久久流传、群众基础强的经典名曲，也有受到年轻受众青睐的时尚

新曲，同时还有暖人、暖心，抒发中华儿女家国情怀的新歌劲曲。舞

蹈方面则汇集了年俗舞蹈、广场舞、芭蕾舞、街舞、少儿舞蹈等多种

舞蹈形态。歌舞节目在保证品质的同时力求入脑、入心、入情。

四海绝技齐相聚
五湖名家送新春

今年春晚的戏曲节目，以京剧为龙头，以豫剧、越剧、黄梅戏、粤

剧等四个地方剧种为主干，以一流名家和优秀演员为支撑，让观众

在感受中国戏曲美、奇、巧、趣的同时，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悠

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本次春晚的魔术将以“融合、互动”为理念，魔术师将通过贴近

生活的日常物品，用“小而美”的表演充分展现魔术精彩，让观众在

感受魔术神奇、魔幻魅力的同时，传达出团圆喜庆、两岸一家亲的美

好愿望。

全媒体强势传播
贺新年喜上加喜

2019年央视春晚将首次实现全媒体传播。其中，在手机看春晚
的同时，联合百度公司与抖音，继续以创新大小屏联动方式，为晚会

增添联欢氛围，传递诚挚祝福。

今年的春晚将在红包互动形式上实现创新突破。观众只需通过

百度APP，用手机看春晚的同时，有机会获得不同类型的红包惊喜。
同时，春晚还以“幸福又一年”为主题，在“春晚”抖音官方账号

上发起一次覆盖全球的新媒体行动。用短视频记录春节期间的小

确幸、大美好，展示浓浓的年味和团圆氛围，展现欢乐吉祥、喜气洋

洋的幸福生活，实现全球华人的大联欢。

新一年的钟声即将敲响，2019年央视春晚将充分体现中国电视
行业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全力打造一台强信心、

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高水平春晚。大年三十，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与您相约，不见不散！累累累2

欢乐吉祥闹新春 喜气洋洋又一年
—— 2019年 春 晚 即 将 拉 开 大 幕

2019年农历新年马上就要到来了，除了央视
春晚，各大卫视也都在奋力准备各自的春晚。为

提高收视率，各大卫视也都是下了不少功夫。那

么，到底哪家春晚值得我们去看呢？你们喜爱的

明星们会在哪个台出现呢？

春 晚 花 开 各 几 枝
哪 朵 芬 芳 醉 君 心
央视春晚

2019央视春晚已进入最后的冲刺倒计时，相
比往年，今年的央视春晚有很大的变化，受争议最

多的就是春晚或将重启真唱模式。除此之外，为

吸引年轻观众，春晚节目组邀请了2018年多位人
气偶像明星加盟，随着除夕的临近，央视春晚演员

阵容名单也在不断地公布。

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蔡徐坤已获节目组

的邀请，将与成龙一起演唱歌曲并表演《功夫水

袖》，这是蔡徐坤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刘涛将

在江西井冈山分会场演唱民歌《映山红》；张艺兴、

迪丽热巴、周冬雨、邓伦将搭档凤凰传奇带来歌舞

表演《中国欢迎你》；杜江、张涵予、袁泉将表演节

目《农村好声音》。

据了解，央视春晚目前有7个语言类节目过
审，其中包括葛优、蔡明和乔杉合作表演的小品。

如无意外，2019年央视春晚将是葛优的春晚首
秀，葛优是幽默大佬，乔杉也是这两年来喜剧界新

秀，蔡明更是春晚的常驻嘉宾，这三位演员合作的

小品很让人期待。

在近日的春晚彩排中，李易峰和朱一龙演唱

了歌曲《篮球之王》，两人还在中国篮球代表人物

姚明的亲自指导下展现了篮球技艺，姚明届时也

将在该节目中出现。

而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男主角冯绍峰将搭档奥运冠军惠若琪、刘璇、

吴敏霞以及“新国风”音乐代表人物申霏霏、桂震

宇等联唱国风歌曲；陈伟霆、杨洋也接到春晚剧组

的邀请，或将一起搭档刘翔、孙杨、孔令辉等奥运

冠军演唱中华百家姓歌曲；TFBOYS组合将与李
彦宏、马云、马化腾等IT届大佬以及刘国梁、武大
靖、李健、吴磊等奥运冠军和文艺青年献唱《文艺

男青年之歌》，而杨威杨云、张杰谢娜、罗晋唐嫣夫

妇等领衔开场歌舞也成为央视春晚看点之一。

北京卫视春晚

2019年北京卫视春晚日前进行了联排。
2019年是己亥猪年，当然少不了大名鼎鼎的

猪八戒——马德华。今年74岁高龄的马德华，将
与人气组合乐华七子同台载歌载舞，相信这段表

演绝对会让观众眼前一亮。

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众多明星实现了自

己的歌唱梦，姚晨、秦海璐就是如此。在2019年
北京卫视春晚上，姚晨、秦海璐将以既“仙”又“美”

的古装扮相同台，带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

曲——《红豆》。远山、绿水……两人长裙曳地、袖

摆轻扬，踏雪寻梅、煮酒烹茶，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在这个节目中尽显魅力。

四位年轻的90后演员：杨紫、许魏洲、关晓
彤、韩东君，将合作带来情景歌舞《儿时》。熟悉的

旋律中融入童谣、鸽哨，浓郁的北京味道弥漫其

间。

今年北京卫视春晚的笑星阵容自然备受瞩

目，宋小宝的新搭档竟是林志玲，这对有着“最萌

身高差”的搭档，将要上演一出相亲变奏曲。蔡明

将和郭阳、郭亮合作，为大家讲述一段好玩儿又温

馨的故事。喜剧新锐贾冰将和文松带来全新碰

撞，他们和曹征、蒋梦婕合作带来小品《财神驾

到》。在这个作品中，贾冰、文松化身一老一小两

个财神，比人脉、比才艺、比带货能力……为了争

得在曹家唯一的财神职位，他们的竞争既有趣又

激烈，同时贡献金句无数。

如果春晚没听到冯巩说上一句，“观众们，我

想死你们啦！”可能过年的味道都会淡那么一点

儿。冯巩这一次可不是单枪匹马，杨少华、杨议、

贾旭明、郑健纷纷前来助阵，可冯巩却有点发愁，

因为他不得不去面对几个花样百出、欠债不还的

“老赖”。

去年年底，巴图在微博上晒出和妻子的幸福

合影，此次春晚，巴图和妻子带来一首经典老

歌——中国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片尾曲

《你是我的家》。这部电视剧正是宋丹丹的代表作

之一，时隔25年，儿子唱起母亲热播剧的片尾曲，
时光流转尽在其中。彩排现场一曲唱毕，当看到

巴图跑至台前，俯下身拥抱妈妈宋丹丹时，现场观

众的情绪瞬间被点燃。更让大家意外的是，围坐

在宋丹丹身边的，竟然都是熟悉的面孔，“贾志国”

杨立新、“贾志新”梁天、“贾圆圆”关凌……这“一

家人”竟然都出现在北京卫视春晚为巴图鼓掌助

阵。谈及当年拍摄《我爱我家》，宋丹丹情到深处，

提到了两个人，她怀念梁左，也感谢英达。这句

话，让很多人心潮涌动。时隔多年，《我爱我家》在

2019年北京卫视春晚舞台实现了一个新的团圆。
2019北京卫视春晚将于大年初一（2月5日）

19：30在北京卫视播出。

湖南卫视春晚

湖南卫视今年筹备了两台春晚：一个是1月
29日的小年夜春晚，一个是2月5日大年初一的
华人春晚。湖南卫视春晚以“喝彩中国年”为主

题，已曝光的阵容包括李宇春、周笔畅、许凯、王大

陆、林允、刘宇宁、金瀚、张新成、郑云龙、阿云嘎

等。华人春晚以“同圆共享中国梦”为主题进行节

目的创意与制作。新加坡籍华裔王冠逸、姜梓新、

李子璇、魏巡、马思超、阿冷等众多华人华侨将以

一首《快乐中国年》热闹开场，过年气氛笼罩全

场。张杰为全球华侨华人献唱歌曲《三生三世》，

蔡徐坤为观众带来一首年度经典原创歌曲，讲述

了他追梦路上的感悟体会。魏大勋、白凯南和邓

男子新鲜搭档，以幽默趣味的形式为全球华侨华

人送上青春好礼。

歌手、天天兄弟大张伟加盟1月29日湖南卫
视春晚，并将在本场晚会上合作四位中国顶尖民

乐大师，带来一道融合传统与流行的视听大餐。

2018年8月，《天天向上》在庆祝节目开播十周年
“天天兄弟心愿周”里为大张伟完成了一个心

愿——邀请国内民乐大师为大张伟改编其流行新

歌《阳光彩虹小白马》，并现场演奏，震撼场面让大

张伟当场落泪。这次的2019湖南卫视春晚导演
组决定在这次的晚会中，帮大张伟将这个梦想完

成得更加淋漓尽致。据悉，这次导演组从全国各

地请到了四位顶尖民乐大师——琵琶演奏家方

锦龙、古筝演奏家王中山、二胡演奏家高韶青、唢

呐演奏家郭雅志，与大张伟共同合作完成这个节

目。节目中还将融入金庸先生《沧海一声笑》的

元素，侠气十足，整体视觉突出中国风的水墨色

彩，莲花舞台的设计更是凸显了“国风”特

色。累累累2
（综合新华社等）

2013年春节，周星驰执导的《西
游·降魔篇》7天拿下5.2亿元票房，
最终以12.4亿元票房问鼎当年年度
票房冠军。2016年，《美人鱼》再度
闯入“春节档”，最终票房达到33.86
亿元。2017年，徐克周星驰联合执
导的《西游·伏妖篇》取得16.5亿元
票房。

三进“春节档”的周星驰，每一

次都是票房的铁保证。对于周星驰

的电影，不少观众有着天然的好奇

心和期待感。

尽管本人没有出演，但从预告

片看，《新喜剧之王》依然是一部“很

周星驰”的电影。不仅在故事上刻

画出一个女版“尹天仇”，“周氏喜

剧”特有的无厘头搞笑场面、夸张的

肢体动作，在片中出现的比例依然

很大。

不仅是内容，从影片的宣发营

销上，《新喜剧之王》也频打“情怀

牌”。无论是把《喜剧之王》里“尹天

仇”那句著名的台词“努力！奋斗！”

印在广告牌上，还是在发布会上邀

请“柳飘飘”张柏芝再相聚，重温“我

养你啊”等经典桥段，都是希望能勾

起观众对《喜剧之王》的观影记忆。

周星驰：

《新喜剧之王》的结局会更圆满

即将上映的《新喜剧之王》，是

周星驰1999年《喜剧之王》的一次经
典重启。《喜剧之王》里，“尹天仇”历

经了一个“跑龙套的”在剧组里的苦

乐生活，而《新喜剧之王》里的女主

角“如梦”，同样是一个怀揣明星梦

的小镇女青年，在剧组“跑龙套”多

年未果。

从“尹天仇”到“如梦”，周星驰

似乎总是对“小人物”的题材情有独

钟？对此，周星驰坦言，不管是二十

年前还是现在，像“尹天仇”一样的

年轻人还是很多，“小人物”的经历

促使他想跟观众说一些话：“我想分

享我的感受，通过电影也许会给到

他们一些力量。”

在周星驰看来，真正的“喜剧之

王”，其实是一些认真生活、努力追

求的小人物，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

到真实、自信、认真甚至是较真，对

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热情，遭遇

再多困难也不会放弃。

这股执着的精神打动着周星

驰，也因此，他特别让《新喜剧之王》

里的“如梦”，在戏里比“尹天仇”有

了一个更为圆满的结局：“我希望观

众看到，人生不会永远都是跑龙套

的。可以说，20年前，观众没有和尹
天仇一起看到‘天亮’，但20年后，大
家可以看到了，天亮以后真的很

美。”

星爷这张王牌，这次能

Hold得住吗？
对于星爷新作，大部分观众都

表示非常期待。

可以说，周星驰是《新喜剧之

王》的最大王牌。多数观众会去看

这部影片，势必是冲着这个名字而

去。

其次才是影片的喜剧属性，以

及电影里所讲述的“小人物的挫折

与成长”的主题。即便是在《喜剧之

王》上映2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故事
依然能够获得年轻观众的广泛共

鸣。

然而，光有周星驰一张牌也还

不够。重启经典，则势必会让观众

将其拿来与前作比较，如果质量不

够好，容易引发观众诟病。其次，在

更年轻的观众眼里，《喜剧之王》的

影响力还能有多大？他们还有观影

记忆吗？这也是《新喜剧之王》所要

面对的。因此，“喜剧之王”周星驰

的这一次“春节档”之旅，目前依然

存有不确定要素。

《新喜剧之王》：看到周星驰，就想看电影?

《疯狂的外星人》在阵容上同样

十分强大。2006年，《疯狂的石头》
为国产商业电影带来一抹亮色，

2009年《疯狂的赛车》以低成本投资
赢得近十倍的票房回报，让宁浩跻

身亿元导演行列。时隔十年，宁浩

导演携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再次回

归疯狂系列，与黄渤、沈腾、徐峥三

位优秀的笑匠联手升级打造“疯狂

系列3.0”。
宁浩+黄渤，本身就是“笑果”的

保证，再加上这一次新加入的沈腾

以及客串出演的徐峥，这部影片的

阵容简直“逆天了”。

有趣的是，黄渤此次在戏中的

角色，依然名为“耿浩”。这个在宁

浩电影中最频繁出现的角色，几乎

已经成为底层小人物形象的代名

词。

回顾与导演宁浩一起合作的十

二年过往，黄渤坦言：“一晃眼已经

整整十二年过去了，大家慢慢建立

起了一些默契，都有成长也都有变

化。”黄渤透露，在拍摄过程中有很

多需要被威亚倒吊着完成的高空

戏，直言：“知道要来拍宁浩的疯狂

系列，就已经做好了各种要吃苦的

准备了。”

作为黄渤的全新搭档，沈腾首

度加盟疯狂系列。事实上，沈腾与

导演宁浩以及“疯狂系列”早有渊

源，不仅在2007年购买了《疯狂的石
头》的话剧版权并担任导演，还曾在

电影《心花路放》中客串出演酒吧老

板。再度合作，宁浩评价沈腾：“身

上有一种特别有亲和力和特别自然

的部分，生来就适合演喜剧。”

而徐峥则以另一种方式支持

《疯狂的外星人》，这一次他以面部

表情捕捉的方式出演“外星人”一

角。

如此强劲的阵容加上“疯狂”系

列IP的威力，使得《疯狂的外星人》
卖相颇佳，预估票房有望突破30亿
元，然而，集结了这么多优质“笑

匠”，也势必会让观众对影片期待更

高，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春节档”，也

会对影片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疯狂的外星人》：集齐四大笑匠

继《功夫瑜伽》票房大卖 17.48
亿元后，成龙携转型新作《神探蒲松

龄》来势再闯“春节档”。事实上，自

1995年成龙主演的《红番区》开启中
国电影贺岁档以来，从《我是谁》《大

兵小将》《功夫瑜伽》到《神探蒲松

龄》，成龙已经陪伴观众度过了24载

辞旧迎新的时光。

对于从影时间长达58年的成龙
来说，“动作”“功夫”的标签一直伴他

左右。此次在《神探蒲松龄》里首度

挑战出演“文豪”，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是一个陌生而新奇的设定。据悉，此

次成龙将展现截然不同的多面。

成龙挑战演“文豪”，观众能否接受?

相比之下，《流浪地球》虽然没

有那么多熟悉的大牌，却是无数中

国的科幻书迷、影迷最期待、最好奇

的作品。

由郭帆导演，吴京特别出演，屈

楚萧、李光洁、吴孟达等人主演的科

幻片《流浪地球》筹备4年之久，终于
要在大年初一正式上映。这也是影

片原著兼监制刘慈欣众多科幻小说

里，首部被搬上大银幕的作品。

《流浪地球》发表于1999年，曾
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别奖。20年
后，这部小说终于被拍成电影，引爆

书迷与观众的期待。

硬科幻电影一直是国产电影的

“软肋”，也因此，筹备多年的《流浪

地球》一直被寄予厚望。从点映的

观众口碑来看，影片质量还是得到

了观众的高度认可。“震撼”“感动”

“节奏紧张、故事好看”是该片目前

收获最多的评价。

而刘慈欣本人则在提前观影后

以“中国科幻在今天终于启航了”来

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盛赞“《流浪

地球》有着历史片般的厚重感。是

一部建立在中国文化背景上的科幻

电影，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人对家园、

土地的情感。”这一评价不仅给剧

组人员吃下一颗“定心丸”，也让中

国的科幻迷们不禁感慨：“说了多年

的中国科幻元年，这一次是真的开

启了。”累累累1 （据《广州日报》）

《流浪地球》：刘慈欣的首部科幻大作

近日，由徐峥自导自演的电

影《 妈》宣布开机，并定档2020
年大年初一，这也是“ 系列”首

次入驻春节档。

作为“ 途喜剧”的最新力作，

《 妈》首次将片名回到人物本身，

地点俄罗斯则隐藏于英文标题之

中，“ 妈”究竟是何许人物？又将

与徐峥展开怎样的俄罗斯 途？

只等2020年春节揭开谜底。

情怀VS新意

你愿为哪个阵容“买单”？
一部电影还未上映之前，判断其好不好看，大部分人会以主创为主

要依据。今年“春节档”竞争空前激烈，被称为“史上最强春节档”，其实

细看之下，几部大片的主创几乎每一部都有自己的王牌，阵容可谓鼎

盛。2019年共有13部影片上映，主创阵容几乎汇集了中国影坛“半边
天”，到底是周星驰、成龙、宁浩、黄渤这样久经考验的“大咖”能打？还

是第一次登上大银幕的刘慈欣作品更具吸引力？情怀VS新人，谁能抢
得先机，让观众率先为其买单？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

春节档

链接：

“春节档”有多抢手？
徐峥新作竟“官宣”明年春节上映

20182018年央视春晚主持人亮相画面

周星驰是《新喜剧之王》的最大王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