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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场歌舞《万紫千红中
国年》
表 演 ：凤 凰 传 奇 、容 祖 儿
（中国香港）、周渝民（中国
台 湾）、沙 溢 、胡 可 、佟 丽
娅、陈晓
魔术：李宁、胡凯伦（中国
台湾）
2、【四地分会场拜年】
3、舞蹈《欢乐的节日》
领舞：张傲月、蔡亦寒、郝若
琦、李炜然
表演：“小白桦”俄罗斯民族
舞蹈团
戏梯：尤兹依尔（阿塞拜疆）
转毯：塔拉（英国）、瓦利德（英
国）
旱滑：王红超、张悦
皮吊：杨皓雲、杨皓翔
滚环：张磊、姚双新
4、小品《真假老师》
表演：贾玲、张小斐、许君聪、
何欢
5、【红包互动：福到万家】
6、歌曲《赞赞新时代》
表演：李易峰、景甜、江疏影
7、小品《学车》
表演：蔡明、潘长江、贾冰
8、分会场：贵州黔东南
（1）侗族大歌《尽情欢歌》
表演：黎平县万人侗族大歌
合唱团
黎平县侗族大歌艺术团
（2）歌舞《太阳鼓》
表演：林志炫（中国台湾）
（3）歌舞《对歌对到日落坡》
表演：阿幼朵、蝶当久
9、魔术与歌曲《告白气球》
表演：周杰伦（中国台湾）、蔡
威泽（中国台湾）
10、【公益广告：家国兴旺】
11、少儿歌舞《旺旺年》
表演：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
海军海娃艺术团、郭成（蜘蛛
人）、乔麦元、王贤梅（驯狗
师）、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魔术气球人
12、小品《回家》
表演：方芳（中国台湾）、张晨
光（中国台湾）、王姬、杜宁
林、狄志杰（中国台湾）等
13、歌曲《岁月》
表演：王菲（中国香港）、那英
14、特别设计国宝回归：《丝
路山水地图》
嘉宾：张国立、单霁翔（故宫
博物院院长）、许荣茂（香港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
15、舞蹈《丝路绽放》
表演：星海音乐学院、吉林市
歌舞团、三亚市歌舞剧院、中
国邮政艺术团、中国电信武
汉艺术团、济南大学
16、【红包互动：春晚来电】
17、小品《提意见》
表演：孙涛、秦海璐、王宏坤
18、分会场：广东珠海
歌曲《勇气》
表演：派伟俊（中国台湾）
（《2017 我要上春晚》晋级
选手）
杂技表演：长隆横琴国际马
戏城
19、歌曲《我的春晚我的年》
表演：王凯、杨洋
20、相声《我爱诗词》
表演：冯巩、贾旭明、曹随风、
侯林林
21、歌曲《山笑水笑人欢笑》
表演：吕继宏、张也
22、【特别设计：春来福到】
23、歌曲《中国》
表演：成龙（中国香港）、吴京
24、武术《双雄会》
表演：释延淀、清风子、中国
嵩山少林寺武僧团、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河南少林塔沟
武术学校
25、分会场：山东曲阜泰安
（1）歌曲《龙的传人》
表演：黄晓明、钟汉良（中国
香港）、言承旭（中国台湾）、
夏利奥（中国澳门）
（2）钢琴协奏曲《黄河颂》
选段
指挥：李心草

钢琴演奏：李云迪、陈萨
（3）歌曲《天耀中华》
表演：领唱加合唱
26、小品《同喜同乐》
表演：郑恺、娄乃鸣、大兵、周
埃乐（加蓬）
蒙内铁路乘务组（肯尼亚）
Zaouly面具舞团（科特迪瓦）等
27、【红包互动：春晚手气
王】
28、歌曲《最好的舞台》
表演：黄渤、陈伟霆（中国香
港）、张艺兴
齐 舞 表 演 ：舞 邦（SI-
NOSTAGE）
29、戏曲《盛世梨园美》
表演：孟广禄、杨赤、王越、方
旭、杨婷娜、李旭丹、陈俐、廖
聪、金不换、徐福先、李胜素、
张馨月、姜亦珊、刘京、马佳、
李军、张建峰、杜喆、冯冠博、
李博等
30、歌曲《再一次出发》
表演：韩磊
31、【介绍全国道德模范】
32、体育与舞蹈《波涛之上》
领舞：胡适
表演：南京体育学院、吉林市
歌舞团、三亚市歌舞剧院、星
海音乐学院、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33、【公益广告：中国印 中
国节】
34、歌曲《幸福新起点》
表演：孙楠、谭维维
领舞：潘永超、秦丹妮
35、分会场：海南三亚
（1）钢琴曲《新丝绸之路》
钢琴演奏：马克西姆（克罗地
亚）、吴牧野
（2）歌曲《乘风破浪》
表演：古巨基（中国香港）、平
安、张碧晨、喻越越、体育明
星及世界超模、世界小姐等
36、杂技与舞蹈《沙场砺兵》
杂技：潘跃新、大兴东杂技团
舞蹈：三亚市歌舞剧院、山
东师范大学、山东青年政治
学院
37、【红包互动：五洲同庆】
38、歌曲《我和 2035 有个
约》
表演：加油男孩组合（TF-
BOYS）
39、相声《单车问答》
表演：董建春、李丁
40、歌曲《不同凡响》
表演：萧敬腾（中国台湾）、袁
娅维（《2017我要上春晚》晋
级选手）、迪玛希（哈萨克斯
坦）
41、歌曲《我们的新时代》
表演：阎维文、雷佳
42、【零点钟声】
43、【四地分会场拜年】
44、民族歌舞《中华手拉手》
表演：云朵、云飞、曹芙嘉、金
美儿、扎西顿珠、呼斯楞、王
紫格、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2017我要上春晚》晋级选
手）、傲日其愣（《星光大道》
2017年度总冠军）
45、【公益广告：家香 家乡】
46、小品《为您服务》
表演：林永健、杨少华、李明
启、王丽云、李琦、李诚儒、戴
春荣、李建义、张立、杨紫、白
凯南、蒋诗萌、郭金杰等
47、舞蹈《亮花鞋》
表演：阆中春节文化民俗艺
术团、星海音乐学院、中国电
信武汉艺术团、四川大学
48、【世界部分国家、国际组
织领导人拜年】
49、歌曲《我爱你中国》
表演：张英席、金婷婷、“我
唱中国”国际歌唱家团队：
田浩江（美国）、朱丽叶（美
国）、雅娜（俄罗斯）、茱莉亚
（美国）、塔拉（美国）、苏菲
（法国）、朱塞佩（意大利）、
安德利亚（意大利）、瓦迪斯
（拉脱维亚）
50、歌舞《难忘今宵》
表演：李谷一、霍勇、刘雨欣、
汤非

中央电视台《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

节目单

今年春晚的“新”也体现在主
持阵容上。央视狗年春晚主会场
设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
由康辉、朱迅搭档三位新人任鲁
豫、李思思、尼格买提联袂主持。
贵州黔东南分会场由央视主持人
马跃和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新
闻联播》主持人窦爱莉担任；广东
珠海分会场由央视综艺频道主持
人杨帆和珠海电视台《珠海新闻》
主持人桂嘉晨担任；山东曲阜、泰

安分会场则由央视主持人李佳明
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新闻联
播》主持人李毅担任；海南三亚分
会场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泽群
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新闻
联播》主持人王丝共同主持。

曾多次主持春晚的朱军、董卿
缺席让不少观众意外。虽然缺席了
春晚的主持舞台，但董卿认为“春
晚是一份荣誉，这个舞台永远值得
尊重”。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今晚，备受关注的央视狗年春晚将亮相。每年的央视春
晚都少不了四川元素。从多年前的《俏花旦》到方言小品《耙
耳朵》、李宇春羊年春晚的《蜀绣》，再到去年春晚西昌分会场
的民族风情和火元素，无不惊艳观众。

成都商报记者独家获悉，反映川北春节民俗的舞蹈《亮花
鞋》将登上央视狗年春晚。“亮花鞋”别出心裁地用绣花鞋来舞
蹈，演绎出流传千年的古老民俗。春晚总导演杨东升介绍，狗
年春晚的主题是“喜气洋洋，欢乐吉祥”，整台晚会的表现形
式、呈现手段更加新颖，许多节目都做到了有思想、有情怀、有
共鸣、有感染力。节目组特别在“新”字上下足功夫，不管是主
持人还是演员阵容上，都力求推新人、出新意，首次登上春晚
舞台的演员、歌手、舞蹈家等人数超过50人，“是近几年来首次
上春晚新人最多的一次，在以往不多见”。

据悉，央视狗年春晚将于今晚8时在央视一套
（CCTV-1）、央视三套（CCTV-3）等多个频道并机直播。

今晚的春晚舞台上，已
经紧张排练了两个多月的

《亮花鞋》将亮相。“新年花
开，恭喜发财！天地交泰，两
处花鞋！”《亮花鞋》是全国历
史文化名镇阆中老观镇的民
间传统节目，主要通过绣花
鞋、亮花鞋、赛花鞋、追花鞋
等情节，全面演绎女性的光
彩生活，展示女性的风采。每
年正月初一、二月初二，在老
观镇的“女人场”“娘娘会”
上，女人们围坐在一起亮花
鞋，看看谁的鞋子做得漂亮，
比比谁的女红精细，然后大
家载歌载舞，期盼风调雨顺，
安康幸福。年轻姑娘们还会

以亮花鞋为媒，吸引情郎们
的目光。此前，这一春节民俗
节目已经被搬上舞台进行表
演，并多次亮相中央电视台
和四川电视台。

阆中市文化馆创作室
主任张朝明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两个月前，央视春晚
导演组就看中了《亮花鞋》
这个节目，并由阆中文化馆
派员前往北京进行了两个
多月的排练。表演中，姑娘
们时而合住双脚，时而又像
扇子一样打开，让人眼花缭
乱，它生动地展示出逢年过
节时，姑娘们展示、比赛绣
花鞋的古老习俗。

川北民俗 舞蹈《亮花鞋》将亮相1看点

除了《亮花鞋》外，央视狗年
春晚的台前幕后还有不少四川元
素。已经连续两次登上春晚的谭
维维将再次登上春晚，和孙楠一
起演唱《幸福新起点》。出生在成
都的演员李易峰将和景甜、江疏
影等演员一起演唱《赞赞新时
代》。杂技节目中，也将有来自江
油的双胞胎兄弟杨皓翔、杨皓雲
的杂技舞蹈表演。两人此前参加

《我要上春晚》被导演组看中，获
邀参加春晚彩排。春晚舞台上，成
龙和吴京将首次以演唱的形式合
作，演唱的歌曲《中国》的词曲作
者，就是成都著名音乐人郭峰。

值得一提的是，春晚的多个
歌舞中，将会出现四川大学艺术
学院舞蹈专业师生的身影，这也
是该校舞蹈专业师生第四次登上
春晚。

四川元素 众多四川表演者齐登场2看点

成都商报曾独家报道，狗年春
晚剧组早在去年5月份就建组，是近
年成立最早的一届，成立后的第一
件事情，就是主抓语言类节目。据节
目组介绍，语言类节目作为重中之
重，按照“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原则，力求
讲百姓的语言，说身边的故事，抒发

真切的情感，带来阖家的快乐。
节目组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今年语言类节目多达8个，作品题
材都选自身边事，很有代入感，许
多节目都让大家从头笑到尾，比
如小品《真假老师》讲述的是许多
家庭都可能遇到的孩子教育问
题，“笑”料十足。

“笑”料十足 语言类节目多达8个3看点

总导演杨东升介绍，狗年春
晚的主题是“喜气洋洋，欢乐吉
祥”，节目组特别在“新”字上下足
功夫，做到耳目一新，让老百姓高
兴。在演员阵容上，狗年春晚力
求推新人、出新意，首次登上春晚
舞台的演员、歌手、舞蹈家等人数

超过50人，“是近几年来首次上春
晚新人最多的一次。”TFboys、张
艺兴、陈伟霆、杨洋等人气演员都
将登场。那英和王菲时隔20年后
的合作让人期待。黄渤、陈伟霆、
张艺兴会跳复古迪斯科，并合作
一段rap歌曲《最好的舞台》。

怀旧组合 那英王菲20年后再携手4看点

央视春晚在舞美技术、道具
呈现等环节也讲究创新，主会场
与分会场中多次用道具拼出的巨
大“福”字，代表着积攒福气，更多
汉字元素的融入，烘托出更浓厚
的年味儿；分会场中，实景与现代
科技的相互配合，科技、生态、文
化融为一体，海、陆、空三维领域
全面彰显各地风景、民俗特色，加
上灯光、道具等配合，更由此打造
了全新的生态景观。

如果说节目形式、内容编排
等是为营造喜庆氛围，那么央视

春晚从主会场到四个分会场的布
置则体现出大国情怀。

其中，贵州分会场设在堪称
全国最大侗族村寨之一的肇兴侗
寨。2000多名群众加入演出，现场
大格局、大欢乐的色彩体现的是
满满的幸福感；珠海分会场则在
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
桥上演了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
大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福地之
一，山东分会场充满了浓郁的民
俗风味；海南分会场选择了三亚，
运动岛、国际旅游岛。

高科技 舞美升级，共赏艺术新景观5看点

主持人 新人挑大梁，董卿感叹“春晚是一份荣誉”6看点

商报为你打探春晚六大看点，川北民俗舞蹈《亮花鞋》将亮相

民俗上春晚
来点四川味

央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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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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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彩
排
现
场

演员们准备彩排

舞蹈《亮花鞋》资料图片

（注：节目名称和顺序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