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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亦凡黄子韬王一博加盟

今年湖南卫视今年湖南卫视
跨年怎么玩跨年怎么玩？？

李盾做客横琴创业会客厅
正筹划创作珠海题材的音乐剧

距离2020年还有不到一个月，
各大卫视跨年晚会的“官宣”也纷纷
进入了倒计时。12月2日下午，湖
南卫视率先公布2019-2020跨年
演唱会阵容，今年将邀请到哪些明
星大咖同台？又有哪些令人眼前一
亮的惊喜设计？

明星嘉宾：
除了“顶流”一无所有？

每年的卫视跨年夜，哪些明星
嘉宾会来、哪些明星会惊喜同台，都
是观众们最期待的内容。

发布会上，湖南卫视跨年演唱
会监制夏青宣布了跨年夜的部分明
星阵容：王一博、吴亦凡、黄子韬、刘
涛、腾格尔和张碧晨等正式加盟。
王一博在现场VCR里表示，“我只
在湖南卫视跨年等你”。而吴亦凡
和黄子韬继去年跨年同框之后，也
将再次在湖南卫视齐聚。

总导演陈歆宇则多次用“顶流”
来形容本次跨年夜的明星阵容，他
用一段简称“卖了个关子”：“四子
三小双顶流三爆爆，老四大新四
大新老四小，双十一加九团，顶
流巅峰，神仙同框！”并直言“对
不起，除了顶流我们一无所
有”。这些关键词也引发广大
网友的热烈猜想。

现场，因综艺《声入人心》
被观众认识的歌手仝卓和蔡程
昱演唱了歌曲《光之心》，同样表
示今年“只在湖南卫视跨年”。

跨年演唱会当晚，明星们不
仅仅带来自己的拿手作品，据介绍，
本次跨年夜还将有5首偶像新歌全
新首发，另有31首年底热歌、10首
经典老歌改编。此外，明星之间的
合作也将碰撞出精彩火花，陈歆宇
透露，“我们今年不但有流量，还有
天王，不但有天王，还有流量和天王
的合作。”

落地海口：
自2009年后首次回到户外

回顾2005年，湖南卫视首次开
办跨年晚会，并一举拿下跨年夜收
视冠军，这一活动也引来各大卫视
的效仿，14年来，每年的跨年晚会
都成为许多观众迎接新年到来的一
项重要的娱乐内容。

今年，湖南卫视跨年夜将落地
海口，这也是湖南卫视跨年夜自
2009年之后重回户外，届时，现场
观众规模将达到37726名，现场粉
丝规模3000人。

本次跨年演唱会还开启了现场
售票，在发布会现场，湖南卫视正式
启动2019-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

唱会门票预售通道，并公布了预售门
票第一位成交的“幸运儿”。

陈歆宇介绍，今年的舞台互动
将进一步扩大，除了地面狂欢式的
巡游，还有空中的狂欢，并和看台上
的观众进行互动。不仅仅是舞台，
跨屏式的互动同样丰富，冠名商将
拿出许多惊喜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展
开互动。

四个舞台：
焰火表演团队大有来头

明星阵容之外，今年湖南卫视跨
年演唱会也在舞美和技术方面下足了
功夫。据悉，今年的跨年演唱会将在
360度舞台上展开，舞台采用电音节
的调性打造，体现未来主义与青春狂

欢 的 特 点 。
另外，四个舞台
分为两个水舞台
和两个火舞台，将
用丰富的技术呈现不
一样的变化和效果。

在舞台技术方面，今年湖
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机位将达到
36个，灯光数量 3806 个，LED数
量为 14000 块，舞台尺寸将达到
6939.9平方米。

而值得一提的是，2019-2020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还邀请到了国
庆70周年焰火团队的原班人马，将
在零点时带来精彩的焰火表演。

据悉，2019-2020湖南卫视跨
年演唱会由陈歆宇工作室操刀，该

团队曾推出《我家那小子》《我家那
闺女》《我家小两口》“我家系列”与
《亲爱的客栈》等热门综艺节目，并
先后参与四年跨年演唱会。陈歆
宇表示，“我和团队的希望是，除了
拿出专业、真诚、温暖、狂欢以外，
希望观众能够看到我们最大的创
新和最大的变化”。

(任思雨)

凭借葛优、赵薇的号召力，《两
只老虎》确实有底气在海报上打出

“领跑贺岁”的口号。可惜的是，该
片上周五公映后的口碑却难以支撑
这一期待，首周1.37亿元的票房不
仅没能“领跑”，还将周末票房冠军
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已上映十天的
《冰雪奇缘2》。

葛优范伟对手戏得到一致称赞

作为打响贺岁档头炮的影片，
《两只老虎》的主创阵容相当强大。
导演李非曾担任王小帅《闯入者》、
姜文《邪不压正》的编剧，主演则会
集了葛优、乔杉、范伟、闫妮、潘斌龙
等众多实力派喜剧演员，久未亮相
大银幕的赵薇更是身兼主演和监制
二职。从映后反馈来看，这拨演员
也确实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

葛优一反以往的市井小人物形
象，在影片中出演了一位西服革履
的成功人士；乔杉则减重20斤，化
身穷困潦倒、幻想一夜暴富的绑
匪。前者冷静从容，后者憨傻天真，
两人的角色互为镜像，表演上也互
为攻守，为影片贡献了不少“笑
果”。尽管此前葛优曾谦虚地表示

“乔杉才是领衔主演”，但毫无疑问，
葛优的表演仍然是全片最重要的支
柱，尤其是一场他和范伟之间的对
手戏，得到了观众的一致称赞。

片中，葛优饰演的张成功在面
对老战友时因内心有愧不敢出声，
而范伟饰演的盲人按摩师虽然目
盲，心中却早已看透一切。有观众
评价，这场戏台词不多，却将“几十
年不敢细想的恩怨全落到隐喻上，

一哭一笑间，心结化于无形”。还有观
众被这场对手戏戳中泪点，“二人的表
演已经到了无需过多的肢体动作，只
靠台词和神态就能引发观众情感共鸣
的高境界，虽然他们没有交谈一句，却
胜过千言万语，其中深意供大家自行

品味。”葛优也贡献了在大银幕上少
见的“哭戏”，无声的落泪更触动人
心。

抛开演员演技电影乏善可陈

尽管演员全部演技在线，但《两

只老虎》的网络评分却只有6.3分，
评价两极。不少观众认为，抛开演
员的演技，电影本身乏善可陈。影
迷“冬瓜”评价：“《两只老虎》是一部
聪明有余、功力不足的影片。导演
面对人性、面对生活试图总结一些
略为深刻的思考，却囿于表达的苍
白和能力的浅薄，达不到效果。这
种力不从心，让整个故事像是小品，
那种几个小品生拉硬拽串联起来的
电影。当段子式的段落堆砌，也许
会偶有佳句，但难成佳章。”

在荒诞喜剧的包装之下，影片
实际上探讨的是人应该如何与自己
和解，如何面对亲情、友情、爱情，这
样的处理让不少奔着“贺岁喜剧”走
进影院的观众感到失望，其中不少
台词更被批评过于文艺和矫情。《看
电影》主编阿郎只给该片打出两星，
他认为：“电影应该是电影，没人可
以知道电影是什么，但电影起码不
应该是相声、段子、小品，也不应该
是心灵鸡汤。”不过，这种反类型的
创作也给部分观众带来了新鲜感，
影评人“二十二岛主”就认为，影片

“表面上是一个黑色喜剧，实际是一
则温暖小品，不同人看可能会有不
同的体会与解读，这样的属性注定
它不会像爆笑喜剧一样有一边倒的
好评或差评，但绝对有值得讨论的
空间”。

由于口碑不及预期，电影《两只
老虎》上映第二天便被《冰雪奇缘
2》反超，网评分也不及同期上映的
新片《利刃出鞘》和《平原上的夏洛
克》。

（李俐）

葛优回归贺岁档未能再当“领跑者”

《两只老虎》剧照。

本报讯 记者钟夏 见习记者吴
梓昊报道：2日下午，著名音乐剧制
作人李盾做客横琴“创业会客厅”第
二期活动，从如何做好音乐剧、如何
讲好中国故事等多个维度讲述了对
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独到见解，吸引
了来自珠澳两地的近百名文化创意
企业代表及市民参加。

“作为一种结合了歌唱、对白、
表演、舞蹈的综合艺术形式，音乐剧
是都市文化中的一种健康生活方
式，能够承载人民对优秀的综合艺
术形式的向往。”在音乐剧领域深耕
细作30多年，李盾对音乐剧有自己
独到的理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
需要让更多人看得懂、听得懂，而音
乐剧就是一种非常适宜的表达方
式。”李盾分享道，音乐剧作品的核
心是故事，而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
历史和中国人民身上“真善美”的特
质正是创作中国本土音乐剧的根基
和底气。

“横琴的独特魅力在于与澳门
紧密相连，这里完全具备打造音乐

剧产业生态的潜力。”李盾表示，横
琴的特殊位置和独特优势，可以更
好地助力音乐剧完成中西方审美的
转换，他对在横琴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充满信心。据李盾透
露，他已经在筹备以十字门海战、港
珠澳大桥等珠海题材创作音乐剧。

谈及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的定
位，李盾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横琴
的重要发展方向，横琴优秀的基础
设施建设与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能
有效吸引包括音乐剧创作者在内的
各类文创人才资源。

“我希望横琴能为有想法、有能
力的音乐剧创作者提供一个平台，
让他们能在这里深深扎根，吸足养
分，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李盾说。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2019珠
澳青年文创汇”系列活动的组成部
分。该系列活动以“文化交融创意
汇，湾区未来青年说”为主题，组织
珠澳两地文创人士、青年实地了解
珠澳文创平台发展情况，进一步促
进两地文创产业交流交往、互学互
鉴。

新华社地拉那12月2日电 斯
科普里消息：中国中央歌剧院合唱
团1日在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爱
乐音乐厅举行“中外经典音乐会”。

音乐会在两国国歌的合唱中拉
开帷幕，演员们表演了《在灿烂的阳
光下》等多声部合唱、《我爱你中国》
《红旗飘飘》等美声独唱、《铁砧合
唱》《蓝色狂想曲》等名曲、《比托拉，
我的家乡》等北马民歌以及《歌唱祖
国》《我和我的祖国》等大合唱。小
提琴家、中央歌剧院院长刘云志演
奏了《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名
曲。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经久不
息的掌声。

中国驻北马大使张佐在观看演
出后说，整场晚会精彩绝伦、高端大

气，体现了国家级团队的一流水准，
中央歌剧院和参演艺术家们是提升
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者，也是促进“一
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参与者。

来宾们表示，很高兴能在北马
其顿欣赏到来自友好中国如此高水
平的演出，这将成为两国人文交往
中的华章，有助于两国在中国－中
东欧合作机制“17+1合作”框架下
进一步深化人文交往。

此次演出得到北马文化部及
“17+1”文化合作协调中心的大力
支持。中国驻北马使馆工作人员、

“17+1”文化合作协调中心主任达
莫夫斯卡、俄罗斯和德国等驻北马
使节、北马各界友人、华侨华人和中
资机构代表等300余人出席。

中央歌剧院在北马其顿首都举行
中外经典音乐会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者2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伟大历
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自9月
23日开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观展人数连创新高。截至12
月2日，现场参观人数突破200万人
次，网上展馆点击量突破1亿次。

当日，北京初雪后气温回升，天
气格外晴朗。北京展览馆南门，等待
入场的观展者排起长队，其中既有政
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有
许多从全国各地自发前来的民众。

这次成就展以“开辟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通过

“时光隧道”的布展方式，展示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从
建国到现在70年的发展脉络，每
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唤起记忆深处
的共鸣。

来自湖南的余先生在1978年
展区对记者说，整个展览全景展示

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每
个部分都让人心潮澎湃；但作为改
革开放的同龄人，自己对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有着别样的情节。

“自豪”“振奋”是众多观展者的
心情。他们在现场留言簿上纷纷留
言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作
为中华儿女深感激动、自豪和骄傲，
要将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代代相传。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
型成就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北京市委联合举办。观众除了到现
场参观展览，还可以点击网上展馆
（guoqing70.cctv.com），足不出户
观看永不落幕的线上展览。

按照计划，成就展将于2019年
12月31日闭展。

现场200万、网上1亿次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

就展参观人数创新高

“演艺大世界-2020上海国际
音乐剧节”发布会2日在上汽·上海
文化广场举行。虚拟人气歌手洛天
依、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中扮演诗
人格兰古瓦的法国演员理查德·查
雷斯特等组成的豪华阵容共同见证
了本届上海国际音乐剧节的启动时
刻；音乐剧演员阿云嘎、郑云龙化身
推广形象大使，携手为音乐剧节站
台发声。

“演艺大世界-2020上海国际
音乐剧节”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
府、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主办，上海
市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文化
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是中
国首个具有专业度和系统性的音乐
剧节，以“一季展演”“一项计划”“一
届论坛”“一个活动”层次丰富的节
展日程，打造立足上海、辐射全国的
音乐剧名片。

本届上海国际音乐剧节期间，
7台23场国际经典和华语原创优
秀作品将先后登台申城，满足沪上
观众的多元审美。如法语原版音乐
剧《巴黎圣母院》将于明年1月中旬

“回归”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展现浓
郁的法兰西风情；著名音乐剧演员
刘岩将携默契搭档徐瑶共吟《西
厢》，当代演绎千古绝唱；音乐剧演
员方书剑将领衔主演红色音乐剧
《春上海1949》，由新生代力量歌颂

不朽青春。
而担纲本届音乐剧节推广形象

大使的音乐剧演员郑云龙和阿云嘎，
都与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有着不解之
缘。2013年，两人都参演过原创华
语音乐剧展演季中《纳斯尔丁·阿凡
提》；阿云嘎又成为了文化广场自制
剧目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中原版
杨晓宇的扮演者。在文化广场的舞
台之外，两人也身体力行实践着中国
音乐剧的探索与破局，均表示希望凭
借自己的影响力，为原创华语音乐剧
的推广出一份力，号召更多人了解音
乐剧，希望更多年轻演员能有机会登
上大平台、好舞台，与更多好作品以
及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演员一起碰
撞出无限惊喜。

当天的发布会上，上海文化广
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还联合上海音
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与上海视觉
艺术学院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内
首家“上海音乐剧文化研究中心”，
开启“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探索，助
力中国音乐剧产业发展。据介绍，
成立后的上海音乐剧文化研究中心
将围绕音乐剧的理论研究、原创孵
化、人才培养、制作营销4个板块，
探索建立平台化多方协作的音乐剧

“产学研”模式，挖掘并培养中国音
乐剧新生力量，从多角度提升中国
音乐剧产业发展潜力。 (中新网)

2020上海国际音乐剧节正式启动
阿云嘎、郑云龙化身推广形象大使

王 一 博 加
盟跨年演唱会。

跨年演唱会总导演陈歆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