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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一线明星的年终大考
最能体现年味儿的，除了年夜饭，大概就是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央视春晚也是年夜饭，它是一
一 顿满足百姓精神
生活的年夜饭，想要做好这道老少咸宜的年关大餐，真是不容易。
今年是央视春晚的第 37 年，观众依旧对它满怀期待和好奇。虽然距离 2019 年央视春晚上桌只有几天时间，可是它的节目内容还是让
人雾里看花，目前只能根据各路信息汇总出一个大概样子，真切面目还是要等大年三十正式亮相才揭晓。
本报记者 刘雨涵

马组合”
第四次在央视春晚献艺。

魔术重在
“小而美”

众多热门明星登场
虽然央视春晚的参演节目和嘉宾随
时都有可能出现变化，
但是主持阵容是可
以提前确定的。
早前已经公布了2019年央
视春晚主会场的主持人，分别是康辉、任
鲁豫、朱迅、尼格买提、李思思，与2018年
央视春晚的主持阵容一致。
经过去年的磨
合，
想必今年五人的合作会更加默契。
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是电视的流量
高峰，
能够登上春晚舞台的明星除了要具
有相匹配的流量外，
还需要有足够的美誉
度和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
可以说是明星
综合实力的年终大考，
能够登上央视春晚
舞台，
也成为明星的一项荣耀。
从目前的联排情况来看，有不少热
门流量明星都参加了本届春晚的彩排。
凭借《镇魂》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两部剧大火的朱一龙据传将与李易
峰合作歌舞节目，其中还会加入篮球元
素。TFBOYS 、吴磊、钟汉良、江疏影、秦
岚、景甜将合唱一首有关奋斗和梦想的

春节期间，将有8家卫视先
后上演春晚，其中最受瞩目的
大年初一之夜，北京卫视、东方
卫视、江苏卫视以及湖南卫视
华侨华人春晚将同台打擂。风
头正劲的新型流量担当、金庸
笔下的经典角色、恩爱甜蜜的
明星夫妇，一起来抢夺观众手
中的遥控器，你打算选哪一个
呢？

励志歌曲。
同样现身央视春晚第二次彩排的还
有张艺兴、迪丽热巴、周冬雨、邓伦，据传
他们将与凤凰传奇共同合作一首名为
《中
国喜事》的歌唱表演，其中迪丽热巴和邓
伦都是春晚新人，
可见两人去年演艺事业
上升飞速。

葛优春晚首秀备受期待
语言类节目是央视春晚的最大变数，
也是最大秘密和最大看点。据悉，在此前
的语言类节目终审时，有7个节目通过最

终评审，而葛优的亮相最受期待。一直只
是出现在春晚小品台词中的葛优，
这次竟
然亲自出马，
与潘长江、
蔡明、
乔杉以及翟
天临搭档演出小品，据透露，该小品聚焦
老年人保健品欺诈问题。
有看过的观众表
示，这个节目包袱密集，可谓本届春晚语
言类节目最大的惊喜。
近年来开心麻花成为央视春晚的喜
剧招牌，
他们的小品节目一直都保持了较
高的水准。今年开心麻花团队的沈腾、马
丽、艾伦、常远等搭档出演的小品再次现
身彩排，
据了解，
该节目聚焦教育问题，
如
果顺利登台，这将是沈腾和马丽这对“神

今年的央视春晚还有三大分会场，
分
别设在深圳、
长春、
井冈山。
据悉，
关晓彤、
魏大勋、
周华健、
任贤齐、
张靓颖将在深圳
分会场表演，
杨宗纬、
刘烨、
白宇将登上长
春分会场，
而已经三登央视春晚的刘涛这
次将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西，
在井冈山分会
场表演。
现在央视春晚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
但它同时也兼顾了中老年观众的喜好。
在
此前的彩排中，
蔡琴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
《恰似你的温柔》
，
费玉清演唱了一首名为
《今夜无眠》的歌曲，此外还有林志炫、容
祖儿、沙宝亮同台演唱，孙楠也将与他人
合作完成歌曲。
魔术也是央视春晚不可或缺的环节，
导演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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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之精彩，让观众在感受魔术的神奇、魔
幻魅力的同时，传达出团圆喜庆、两岸一
家亲的美好愿望。

四大卫视春晚同台打擂

流量、怀旧、甜蜜，哪个更让你心动
本报记者 刘雨涵

湖南卫视：
金庸剧经典角色合体
湖南卫视举办的小年夜春晚已经率
先亮相，经过了一轮预热，将于 2 月 5 日
晚播出的湖南卫视华侨华人春晚让大家
再次燃起期待。既然是华侨华人春晚，那
自然是全球化视野，
此次晚会不但在泰国
开设了分会场，
还邀请到了华人世界最有
影响力的明星成龙。
主打青春娱乐的湖南卫视，
在此次的
晚会上一如既往地网罗了一批新生代明
星，
包括从
《偶像练习生》
中走出来的蔡徐
坤、
钱正昊、ONER ，
通过
《创造 101 》
被大
家熟知的李子璇，在青春剧《你好，旧时
光》
中有着亮眼表现的张新成。
2018 年是大师不断逝去的一年，而
在这些离别中，金庸的离世最让大众感
怀。此次湖南卫视春晚，集结了金庸剧中
的经典角色，李若彤扮演的小龙女、雪梨
扮演的李莫愁、吕颂贤扮演的令狐冲、樊
少皇扮演的虚竹同台，
一起追忆金庸笔下
的江湖岁月。
弘扬传统文化、
彰显文化自信是华侨
华人春晚的一大主旨，
京剧作为国粹必不
可少。
人称
“瑜老板”
的女老生演唱者王珮
瑜、梅派男旦第三代传人胡文阁，两位京
剧艺术家的表演将为这台春晚增添更多
传统文化气息。

北京卫视：
明星家庭合家欢
北京卫视春晚首次设立了代言人，
由

杨幂和蔡徐坤担任，锁定年轻观众，两人
将携手带来由蔡徐坤为此次春晚原创的
新歌
《那年春天》
。
由朱正廷、
范丞丞、
黄明
昊等组成的乐华七子将和猪八戒的扮演
者马德华进行混搭，
上演突破次元壁的表
演，
这一小鲜肉和老腊肉的搭配组合让人
充满好奇。
《跨界歌王》是北京卫视的王牌节
目，王凯是第三季节目的冠军，刘涛则
是第一季的冠军，两人将合唱一曲《爱
江 山 更 爱 美 人 》来 证 实 自 己 的 跨 界 实
力。杨紫、许魏洲、关晓彤、韩东君这四
位来自影视圈的青年演员，也玩了一把
跨 界 ，他 们 将 共 同 合 作 情 景 歌 舞《 儿
时》。
春节是最重要的团圆时刻，为了凸
显合家欢的氛围，
北京卫视春晚还邀请到
了新婚不久的唐嫣、罗晋夫妇，与凤凰传
奇联袂挑战神曲。此外还有霍思燕、杜江
夫妇带着儿子嗯哼献唱
《亲亲我的宝贝》
，
宋丹丹的儿子巴图和妻子带来《我爱我
家》
的片尾曲
《你是我的家》
。
笑星云集的北京卫视春晚很可能
成 为 卫 视 春 晚 中 的 包 袱 王 ，不 但 有 蔡
明、宋小宝、常远等演小品，冯巩、李菁、
何云伟、曹云金等说相声，还有当年《我
爱我家》的主演成员宋丹丹、杨立新、梁
天、关凌等一齐现身。

东方卫视：
印度大叔跳广场舞
TFBOYS 作为国民偶像团体，他们
的 节 目 老 少 咸 宜 ，大 年 初 一 的 晚 上
TFBOYS 将登上东方卫视春晚的舞台，
据悉，
身为队长的王俊凯还将带来剪纸表
演。这次春晚还同时邀请到了李宇春、周

笔畅和尚雯婕，她们三位分别是 2005 年
亚军以及 2006 年
《超
《超级女声》
的冠军、
级女声》的总冠军，此次齐聚东方卫视春
晚，
势必会勾起观众的回忆。
令人意外的是，
此次春晚上张云雷和
费玉清将进行同台表演，
一个是相声界中
的偶像派，一个是最会唱歌的段子手，这
一别出心裁的组合不知将碰撞出怎样的
效果。
海派春晚一直是东方卫视的特色，
此前亚洲天团 SMAP 、江南 style 的鸟
叔等都曾登上东方卫视春晚的舞台，今
年将登台的则是最著名的印度大叔阿
米尔·汗。由于在《摔跤吧！爸爸》
《 神秘
巨星》中的表演，印度国宝级演员阿米
尔·汗在国内知名度日渐升温，喜欢在
影片中载歌载舞的阿米尔·汗据说此次
将跳一段广场舞。

江苏卫视：
小猪佩奇闹新春
一台像样点的春晚怎么也得请来
个流量担当，湖南卫视、北京卫视请的
是蔡徐坤，东方卫视请的是 TFBOYS ，
而江苏卫视则请来了顶级网红小猪佩
奇，也是思路清奇。
卫视春晚一向喜爱混搭，此次江苏
卫视春晚也带来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新
鲜组合。韩雪和翟天临都曾在《声临其
境》展现了自己的配音实力，但是观众
还从未见过他俩合唱歌曲。老艺术家腾
格尔和异域小哥迪玛希，这样有着年龄
和地域跨度的两人将要共同演唱歌曲
《鸿雁》。此外，还有霍尊、汪苏泷、毛不
易、刘宇宁和周洁琼等登台献唱，辐射
80 后、90 后和 00 后的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