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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亦凡、鹿晗、陈伟霆、宁泽涛等表演的“致青春”节目未亮相羊年春晚第五次联排。

2月14日下午，羊年央视春晚第五次联排，港台明星除刘德华外，陶喆、莫文蔚、邓紫棋等艺人现身彩排。

上一场彩排，晚会整体超时20分钟，而此次压缩到4小时40分钟，节目数量也由38个调整为36个。除备

受关注的歌曲联唱《致青春》无缘春晚外，周炜、武宾的相声《圈子》也未亮相。

节目单
1.联唱：《四世同堂合家欢》
表演者：凯丽、韩童生、李光曦、佟大为等
2.相声：《我忍不了》
表演者：岳云鹏、孙越
3.歌曲：《中华好儿孙》
表演者：张丰毅、朱亚文、段奕宏
4.小品：《小棉袄》
表演者：冯巩、高晓攀等
5.反串：张也《小镇姑娘》陶喆《万事如意》
羽泉《三家店》于智魁《奔跑》凤凰传奇《小
苹果》筷子兄弟《最炫民族风》
6.儿童街舞
7.小品：《车站奇遇》表演者：蔡明、潘长江
8.歌曲：《回家的路》表演者：刘德华
9.歌曲：《当你老了》表演者：莫文蔚
10.歌曲：《拉着妈妈的手》
表演者：刘和刚
11.杂技：《青花瓷》
12.小品：《喜乐街》
表演者：小尼、贾玲、沙溢、瞿颖、李菁
13.魔术：周家洪、朱迅
14.歌曲：《爱的距离》
表演者：邓紫棋
15.小品：《投其所好》
表演者：马丽、沈腾、杜晓宇
16.武术：《江山如画》
表演者：吴京、张震、塔沟武校
17.舞蹈：《丝绸霓裳》
18.歌曲+沙画：表演者：那英
19.小品：《一定找到你》
表演者：郭冬临、刘涛
20.小品：《高手在民间》
表演者：毕福剑、朱迅、星光大道选手
21.歌曲：《蜀绣》表演者：李宇春
22.京剧联唱
23.歌曲：《共筑中国梦》
表演者：廖昌永、殷秀梅
24.小品：《社区民警于三快》
表演者：孙涛、邵峰、朱迅等
25.歌曲：《从前慢》
表演者：刘欢 钢琴伴奏：郎朗
小提琴：吕思清
26.歌曲：《乡愁》
表演者：雷佳
27.歌曲：《人间天河》
表演者：韩磊、阿鲁阿卓
28.儿童歌曲
表演者：陆毅、鲍蕾、贝儿
29.歌曲：《搭把手》表演者：孙楠
30.歌曲：《把心交给你》
表演者：莫华伦、吕薇
零点钟声
31.舞蹈：《大地春回》少数民族歌舞大联欢
32.相声：《这不是我的》
表演者：苗阜、王声
33.创意舞蹈：《国色天香》
表演者：秦岚、佟丽娅、马苏、王丽坤
34.歌曲：《强军战歌》表演者：阎维文
35.歌曲：《时代的勇气》
表演者：王莉 张英席
36.歌曲：《难忘今宵》
表演者：李谷一及全体演员

（以播出为准）

删减 鹿晗、吴亦凡等四人未亮相

2月 14日的彩排，周炜、武宾的反腐
题材相声《圈子》未亮相。而节目组也发
微博称，当天的彩排仅有 36 个节目亮
相，时长也缩减到了4小时40分钟。

歌舞类节目中，此前备受关注的由
吴亦凡、鹿晗、陈伟霆、宁泽涛等表演的

“致青春”节目确实未亮相。
14日下午鹿晗发布微博称：“能经历

彩排，已十分高兴。实话说，不能坚持到
最后还是有点失落。给大家添麻烦了。
对于我所经历的一切，不管之前，还是以
后，我都心怀感激。”

调整 “四大美人”挪到零点后见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一波三折的开
心麻花团队“铁三角”沈腾、马丽、杜晓宇
经过重新修改剧本后于上一场和本场接
连出席，似乎再次“复活”。

而此前因陈慧琳退出受到牵连缺席
第四次彩排的廖昌永，昨日再度现身。他
不再表演反串，而是干起“老本行”美声演
唱，与殷秀梅合唱歌曲《共筑中国梦》。

同时，彩排中被调整的不仅有语言
和歌舞类节目，此前在第二次联排中出

现的郎朗和泡泡秀合作的创意类节目也
无缘今年春晚。郎朗则被安排到帮刘欢
伴奏歌曲《从前慢》，与小提琴家吕思清
合作。

此外，第五次联排的节目顺序也发
生微调。颇受关注的，由佟丽娅 、马苏、
王丽坤、秦岚“四大美人”表演的节目《国
色天香》从黄金时段挪至零点后。

对于节目的调整，羊年春晚总体设
计于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过春晚审

查小组的集体决议，目前节目已压缩
至 36 个。对于创作者而言，每个节
目都是心头肉。对每一个为春晚
付出过智慧和汗水的人，我们都
心怀敬意。能在大年三十晚上
让十几亿观众高兴，这是一件
特别功德无量的事。不管这
些演员有没有缘登上春晚
舞台，今年春晚的圆满，都
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亮相 邓紫棋献春晚彩排首秀

此次联排，主要以港台明星亮相为
看点。除刘德华外，陶喆、莫文蔚、邓紫
棋均在昨天的彩排亮相，并以真唱的形
式完成演出。

陶喆（2007年）和莫文蔚（2004年）都
有过参加春晚的经历，邓紫棋昨天则是
春晚彩排首秀。

陶喆将在羊年春晚舞台上改编演绎

张也的《万事如意》。该歌曲本是民歌类
型，却被陶喆用 R&B 的形式演唱，极具
观赏性。他与多位明星一起加盟到春晚
第三个节目《明星反串闹新春》中。

莫文蔚也是首度现身羊年春晚彩
排。对于将在春晚舞台上演唱央视原创歌
曲节目《中国好歌曲》选出的歌曲《当你老
了》，莫文蔚坦言：“在录制的过程中，自

己就被这首歌曲打动了。”
邓紫棋则是首次参加

春晚彩排，将在春晚舞台自
弹自唱一首自创歌曲《多远
都要在一起》。在接受采访
时，邓紫棋坦言：“春晚舞台很
重要，我带着兴奋与期待来到
这个舞台。”

准时 朱军填补零点前两分钟空当

羊年央视春晚节目组一直在压缩时
间，昨天的联排过程中，零点报时早了 2
分钟。在距离零点6分40秒的时候开始
主持人送春联的环节。原计划“送春联”

环节仅有四分多钟，多出来的 2 分钟则
由主持人朱军现场“填补”。

由于这 2分钟的时间是凭空多出来
的，朱军除不断说着大段主持词来弥补

外，眼睛不停偷瞄位于舞台侧面的倒
数计时器，引得主持人老毕、朱迅、小
尼（尼格买提）在一旁窃窃私语。朱迅
对小尼说：“你看又在看表。”（王 磊）

持续 30 余年的央视春晚已成为全
球华人迎春的新年俗，一部回味春晚历
史经典的 6期文艺专题节目《那些年，我
们追过的春晚》正在紧张制作。

节目分“春晚中的上海元素”、“春晚
第一知多少”、“组合眼中的组合”、“心
中的歌”、“春晚的社会百态”和“一起去
追流行语”为题，不仅采访了央视春晚
众多亲历者如董卿、朱军、李谷一、蒋大
为、费翔、蔡国庆等，通过亲身经历再现
了历年春晚精彩。而且，还有历届春晚
明星们和沪上荧屏主播们齐聚一堂，共
同重新演绎春晚经典,从中透出不少鲜
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如第一个走上春晚

舞台的上海演员是谁？在春晚中演出次
数最多的上海人又是谁？等等，可谓信
息量不小。

董卿说，她首次收到春晚邀请时，自
己激动得“在屋子里旋转起来”。袁鸣
说，她出任 1996年春晚上海分会场主持
人时，为抵御黄浦江畔的凛冽江风特制
了件太空棉礼服。魔术师傅腾龙、傅琰
东父子多次上春晚，讲解了“傅氏幻术”
的精髓。“元老级”歌手沈小岑在 1984年
春晚以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成名，但
鲜有人知的是，她还是经典动画《黑猫警
长》主题曲的原唱。最年轻登上央视的
上海歌手是霍尊，他坦言自己上春晚好

比“天上掉下的馅饼”。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历年来

的春晚明星还和沪上主持人们
重新演绎了春晚的经典节目
如《思念》《我的中国心》《好
大一棵树》《新贵妃醉酒》
等，叶蓉等女主播重现

《千手观音》经典场面，
骆新等男主播则表演
了相声《五官争功》，
豆豆、黄浩更重现
经典小品《超生游
击队》。

（俞亮鑫）

延续阅读 亲历者回味历届央视春晚

日前，国安结束了在西班牙的拉练回到北
京。在西班牙的马洛卡岛，球员们在训练之余
用唱歌来放松身心。队长徐云龙高歌起来当
仁不让，邵佳一、宋博轩、雷腾龙等人也加入其
中。实际上，足坛能够“跨界”演出的可不止这
几位，C·罗、鲁尼们也都是各个领域的高手。

影坛老戏骨——坎通纳
提起坎通纳，资深球迷一定会想到他当年

代表曼联在对阵水晶宫时的“飞天一脚”。的
确，那一脚除了让他吃到一张红牌，还被冠以

“坏小子”的名头。但 30 年过后，这位法国人
已经稍稍收起戾气，离开球场成为一名演员。

退役之前坎通纳就在思考成为演员的可
能，1998年他终于在电影《伊丽莎白女王》中找
到了自己新的定位。他在电影里饰演一位法
国公使，据说其表演才华得到了导演极大的肯
定。2009年，他在电影《寻找埃里克》中出任监
制，同时也主演了这部以自己命名的影片。去
年他的新电影《你和黑夜》上映，为了艺术他在
影片中“光荣献身”，全裸出镜。

不要以为他只热衷于拍剧情片，2014年年

末他还带着纪录片《足球与移民：一百年的共
同历史》做客爱丽舍宫，陪同法国总统奥朗德
一起观影，聚焦近年来法国和欧洲备受关注的
移民问题。

印象派绘画潜力股——范佩西
足球选手在球场上都用脚说话，用手的话

可能会被红牌罚下。不过，在做慈善活动时他
们就会更加自如——去年年末，包括鲁尼在内
的几位曼联球员就拿起了画笔，看看谁在艺术
领域更有天赋。

鲁尼和迪马利亚都选择了球队中外貌最
有特点的比利时人费莱尼作为模特，因为后者
留着爆炸头。可是前者笔下的费莱尼脸型过
于圆润，看上去像一枚鸭梨。而阿根廷人实在
是过于节省空间，只在几厘米的地方画出了一
个小小的“刺头”费莱尼。而且，他的签名比画
作大了好几倍。

最有天赋的显然是范佩西，他独辟蹊径地
选择了门将德赫亚，只用寥寥几笔他就把队友
毛发重的特质展现无遗。尽管《太阳报》讽刺
鲁尼“还是去带球吧别画画了”，但这些画作在

球迷和藏家眼中可都是珍品，拍卖所得将会全
部用于慈善事业。

热舞小王子——C·罗
C·罗可以在球场上用踩单车的方式完成

过人，也可以突然改变节奏突破对方的防守，
这些动作都充满了韵律感。当他在球场上上
演帽子戏法时，还会大跳热舞进行庆祝。是
的，葡萄牙人就是个不错的舞者。

“这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在当年
刚去曼联的时候就被问到为什么会“这么花
哨”，“没有‘Ginga’，就没有葡萄牙足球。”“Gin⁃
ga”的本义是“移动”，更多的时候指的是一种起
源于非洲西部的舞蹈。它把民间舞蹈和自卫动
作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生活哲学。

秉承着Ginga的精髓，C·罗后来在曼联和
皇马都不断用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情绪。2011
年在对阵马拉加的比赛中，他和马塞洛还一起
模仿巴西球星米歇尔·泰罗在球场上大跳《假
如我俘虏了你》。在那些马德里深夜举行的派
对里，你也可以看到他热舞的身影。

（葛晓倩）

足球明星个个有才 十八般才艺耍起来

央视春晚第五次联排 此前超时20 分 调整后“零点”准时

鲜肉走 美人迟 春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