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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峰

今日，《西游记女儿国》开启
全国点映，这也预示着2018年
春节档电影正式拉开大幕。据
统计，大年初一将有《捉妖记2》
《唐人街探案2》等6部影片同期
上映。截至2月11日，大年初一
的预售票房已达3.3亿，基本与
2015年大年初一的实际单日票
房持平。在类型各异的影片中，
你最期待哪一部？哪部电影又
会成为爆款？

今年春节档可谓是影视IP
化的集中爆发，其中《捉妖记2》
《唐人街探案2》《西游记女儿国》
《熊出没·变形记》均为IP续集，
而且每部电影的前作在票房和
口碑上都有不俗表现。

2015年暑期上映的《捉妖
记》收获了超过24亿票房，如今
《捉妖记2》在特效制作和故事主
题上都有进一步升级，上映首日

的预售已破两亿。号称花费7
亿拍摄，又有梁朝伟、李宇春、大
鹏等新鲜血液加入，应该在表演
上会有更多亮点。重要的一点
是，《捉妖记2》是春节档唯一一
部合家欢电影，故事老少咸宜，
带孩子去看很合适，2D版本看
着也轻松。

在《唐人街探案2》中，王宝
强、刘昊然将再度携手破案。异
国风情、喜剧、推理探案元素让
观众的期待也大为提高，截至目
前，《唐人街探案2》的预售票房
也已破亿。作为国民IP，“西游”
题材影片向来都有不俗的票房
号召力。曾在2014年、2016年
春节档分别推出《西游记之大闹
天宫》《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的香港导演郑保瑞，在今
年春节档再次推出《西游记女儿
国》。与之前两部一样，影片根
据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最
为大家熟悉的段落改编而来，讲

述师徒四人误
入女儿国的奇
遇。鉴于之前两
部电影都取得了
超过10亿元的票
房，业界均看好《西
游记之女儿国》的票
房表现。

2016年国庆档，林超
贤的《湄公河行动》开创了“主
旋律商业大片”的先河，如今在
《红海行动》中，林超贤试图展现
更大的格局。是否能够继续打
响“主旋律商业大片”的名号，还
要看《红海行动》在春节档的票
房表现。以儿童作为观影主体
的《熊出没》系列影片，是近几年
春节档的常客，今年春节档上映
的《熊出没·变形记》也再次瞄准
了家庭观众群体，但由于其动画
片的类型，能否在春节档大战中
站住脚，还需要市场检验。

□记者 王峰

“今年的春晚节目主要
展示新气象，各类原创作品
层出不穷。”央视春晚总导演
杨东升是第二次“掌勺”，在
接受采访中，他多次强调了

“新”。在主持人搭配上会有
新的组合，康辉、朱迅、任鲁
豫、李思思、尼格买提将在主
会场联袂主持。在演员阵容
方面，会有大批新面孔。在
具体节目设置上，语言类节
目最多，歌舞类节目少而
精。王菲和那英时隔 20 年
再度在央视春晚舞台合唱

《岁月》，歌舞类节目将有李
易峰、江疏影、景甜合唱《赞
赞新时代》，TFBOYS的《相
约 2035》等，更有机器人现
场跳广场舞。还有潘长江、
蔡明、冯巩、郭冬临等老牌笑
星，搭档演员秦海璐、邓伦、
杨紫、贾乃亮、贾冰等合演小
品。

□记者 张丛博

如果说央视春晚这道除夕
夜的荧屏年夜饭，追求的是大
众口味，那各卫视风格各异的春
晚则是主打地域风的各大菜
系。在歌舞、小品、杂技等内容
拼盘的传统模式下，卫视春晚纷
纷打出各自主题，进行差异化创
新。无欢乐不春晚，春晚不同于
其他类型的晚会，语言类是重中
之重，众相声小品演员、喜剧明
星穿梭在多个卫视之间。

过去几年，辽宁卫视春晚能够
在全国卫视春晚中独树一帜，关键
在于语言类节目一直保持着较高水
准。今年春晚的主题“新时代·合家
欢”，也贯穿在语言类作品中。嘉宾
阵容中，不仅有潘长江、潘阳父女
档，巩汉林、巩天阔父子档，闫学晶、
林傲霏母子档，冯晓泉、曾格格夫妻
档，还有火风、霍尊父子档，徐子崴、
徐子淳兄弟档，这都唤起了观众对

“家文化”的认同和依恋。

过去几年，江苏
卫视一直专注于寻
回我们曾熟悉的春
节味道，今年寻找到
的新的破题角度则
是“春晚的声音”。
张明敏、蔡国庆、陈
明、吉祥三宝将为观
众带来那些满载回
忆的春晚金曲。语
言节目则聚焦平凡
小人物，集结张凯
丽、韩童生、魏积安、
邵峰、苗阜、王声等
春晚常客，既有让大
家会心一笑的逗乐
包袱，也有令人眼热
的辛酸苦辣，普通人
能从中找到共鸣。

又是一年春节档
你把哪部电影放心上？

浙江卫视将与电影《捉妖
记2》联手“妖”请观众一起过大
年。不仅有梁朝伟、白百何、井
柏然、李宇春等领衔的“捉妖天
团”帅气加盟，承载无数人青春
记忆的S.H.E及凤凰传奇也将
带来各自的精彩表演。此外，
宋小宝领衔主演小品《自作自
受》，关注老年人的情感陪伴；
贾玲团队围绕“爱情”，打造了
小品《爱情“梦”想家》。

春晚这么多，你会看哪个？
浙江卫视
胡巴陪您度过贺岁夜
播出时间：20：30

央视春晚
以“新”为主
播出时间：20：30

大年初一

辽宁卫视
新时代合家欢
播出时间：19：30

北京卫视
国宝、明星齐贺岁
播出时间：19：35

四位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刘晓庆、陈冲、张瑜、斯琴高娃
首度同台，为观众讲述“我们
的生活充满阳光”的幸福回
忆。故宫博物院重宝“八成金
累丝嵌绿松石干支纪年如意”
出现在舞台，实力唱将那英深
情演唱了《国家宝藏》的主题
曲《一眼千年》。成龙则献上
专门创作的冬奥主题新歌《拼
出未来》。

就语言类节目阵容来说，
既有宋小宝、杨树林、程野、宋
晓峰、苗阜、王声、郭冬临、曹
云金、常远笑星齐聚，还有潘
粤明、蔡国庆、郝蕾、柳岩、谢
楠、舒畅、秦岚、刘芸、陈一冰
等人带领的跨界军团。

湖南卫视
两代“白娘子”重聚
播出时间：19：30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2018
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以“家
有喜事·开门见喜”为主题，目前
公布的阵容中，赵雅芝、叶童、钟
汉良、杨钰莹、杨宗纬等人气嘉宾
均在其中。华人春晚兼具文化内
涵与时尚活力，既有传承文化的
戏曲国粹、非遗节目、相声杂技，
又有神曲改编、劲歌热舞、创意跨
界。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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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版《新白娘子传奇》中白娘子和许
仙的扮演者赵雅芝、叶童的同台
首秀。小戏骨和老戏骨同台重现
经典，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值得期待。

明星跨界组合是近年来
荧屏上热衷的求新方式，“春
满东方·2018东方卫视春节晚
会”上，蔡国庆携手演员乔衫，
与以“搞笑”和“神曲”而著称
的彩虹合唱团一起搭档，将组
成一个融合流行音乐、喜剧幽
默与交响乐元素的全新跨界
组合，可以说是把跨界表演玩
出了新高度。

晚会上，胡一天、许魏洲
领衔当红明星阵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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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俪变
身歌手压轴献唱，连唱《爱如
空气》等多首影视主题曲；李
健将一口气带来《传奇》《风吹
麦浪》等多首深情浪漫的“李
式情歌”，邓紫棋将带来《泡
沫》《新的心跳》等精彩串烧。

腊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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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方卫视
明星跨界玩出新高度
播出时间：19：30

江苏卫视
怀旧“春晚的声音”
播出时间：19：30

春节期间，央视将推
出《舌尖上的中国》第三
季、《如果国宝会说话》等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
话》用100件国宝述说中
国古人的创造力，以全新
视角认识读懂中华文化，
揭秘中华文物之美。

“舌尖三”将于大年
初四（2月 19日）晚 8点
起，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
录频道首播。“舌尖三”共
8集，每集50分钟，8集的
主题分别是：“器具”“宴
席”“厨人”“小吃”“点心”

“食养”“时节”“融合”。
目前节目曝光了“陕

西水盆羊肉”“河南穿山
灶”“辣椒的前世今生”三
个节目片段。其中，“河
南穿山灶”出现在“器具”
一集，讲述的是河南三门
峡特有的地坑院内穿山
灶，能够让厨师很快做出
当地著名的十碗席。

“舌尖三”
大年初四逗你流口水

重点推荐

2月16日《唐人街探案2》
《捉妖记2》
《西游记女儿国》
《红海行动》
《祖宗十九代》
《熊出没·变形记》

2月17日《名将之后》
2月20日《百星贺囍2018》

《人怕出名猪怕壮》
2月23日《爱在记忆消逝前》

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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