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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卫 视 蛇
年小年夜春晚将
打破传统的晚会
模式，观众当嘉
宾围席而坐，主
持人、演艺明星
则为坐在现场的

观众嘉宾们服务，不仅有主持人为
观众“端茶送水”，还有明星大咖

充 当 传 菜
员，由“报
幕式春晚”
全 新 升 级
为“ 脱 口
秀互动式”
春晚。

林子祥，周慧敏，罗家英，再加上相声大腕奇志，梅派唯一 反串传人胡文阁，中国首
席花腔女高音吴碧霞，还有娱乐一哥汪涵、杨乐乐夫妻档和游戏 达人李锐及法美混血美女
金小鱼的联袂主持，更不用说引无数粉丝尖叫的 2006 超女亚军 谭维维，2010 超男冠军李
炜，如此强大的明星阵容将于 2 月 15 日农历初六齐聚巴黎，向 法国侨界贺岁拜年，长城
平台湖南国际频道将在年初十（2 月 19 日）左右播放晚会盛况，具体播出日期请注意网站节目预告信息。

此次名为《2013 欧洲华人新春盛典》的晚会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赴欧洲艺术团在巴黎、布鲁塞
尔、卢森堡、鹿特丹、柏林、慕尼黑巡演的第一站，这个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自 2009 年起一手打造的
海外慰侨名牌节目今年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承办，湖南卫视全程执行，其中的巴黎首演将由湖南卫视现场录制，
再加上巴黎 3 区和 13 区春节游行的精选画面，由湖南卫视和湖南国际频道向海内外 10 亿电视观众播送。

当天的演出在巴黎互助剧院（Maison de la mutualité） 举行，为了配合电视转播，
剧场将拆除全部座椅，变身超级演播厅。晚会由擅长娱乐的湖南卫视担纲，节目自
然也不同凡响，除了有传统的歌舞、戏曲，还有相声小品和别开生面的书法表演
秀，更有５位在法国侨界深孚众望的嘉宾参与互动，惊喜不断。至于法国艺人，除
了因参演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而蜚声全球的圣马可儿童合唱团 (les Petits Chanteurs 
de Saint-Marc) 确认参演，并有童星与李炜合唱外，苏菲·玛索、阿兰·德隆、
ALIZEE 和齐达内等超级巨星也在邀请名单上，有望与旅法华人共贺新春。

长城平台 15

主演：斯琴高娃、袁立、

胡亚捷、石天琦

为了筹钱救父亲，十八
岁的金国秀惜别昔日恋人祝
宇中，嫁到城中富商侯志宏
家做填房，并许诺其前妻抚
养其子侯云朗。在侯家，国

秀虽受丈夫冷落，婆婆刁难，但坚毅好强的个性支撑
她挑起生活的大梁，慢慢赢得了侯家及当地商界的尊
重。志宏反袁被捕，国秀挺着肚子去救志宏，却发现
丈夫另有外遇子萍，国秀愤然离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志宏后悔莫及，国秀却在侯母的要求下留在侯家支撑
家业。

抗战爆发，儿子参军报国，女儿加入共产党，国
秀卖掉家产创办慈善机构收养孤儿。

中国内战爆发，面临不同的信仰，侯家人走上了
不同的政治道路，两个儿子相继在革命中牺牲，志宏
被迫亲自杀死自己的爱女侯如玉，几近崩溃 , 最终宣
布带部起义。

重庆解放，政府偿还国秀两千两黄金，她婉拒并
做出了另一个选择。

凤凰卫视欧洲台 1 月 31 日起周一至周五
10:25 首播一集，19:30 重播

年代史诗剧
《母亲，母亲》

友情提示：节目录制攻略刊登在本刊 2012 年第 3 期，
请参阅 www.tangmedia.fr/greatwall/edition/2012-3.pdf

家庭伦理剧
《养父》

主演：郭晓冬，潘雨辰

主人公穆仰天与童云一
见钟情结为伴侣，生下美丽
的“天使”穆童。在一次交
通事故中童云去世，突如其
来的打击使父女俩人产生隔
阂、误会。

穆童以各种坏招阻碍女
性对父亲的接近，父亲因为

爱女儿和怀念妻子放弃了一次次择偶的机会，俩人成
为“亲爱的敌人”。

但当穆仰天患脑癌不久于人世时，父亲用生命的
最后时刻为女儿操办一切，而女儿突然长大挑起照顾
父亲的重担，二人的心真正走到了一起。

主演：张国立，牛莉，种丹

妮，云鹏，茹萍，刘之冰

烤鸭厨师楼志军是三个
孩子的养父。十多年间，他
在一次又一次的偶然情况
下，陆续收养了现在 16 岁

的大女儿小语，13 岁的儿子小新，和 6 岁的小女儿小婉。
楼志军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三个孩子，孩子们也懂事孝
顺，父子父女兄弟姐妹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相
濡以沫，相亲相爱。 　　

不幸突然降临。楼志军罹患小脑萎缩，医生诊断
已到晚期。他虽然哀痛己身，却更加无法释怀孩子们
的未来。三个孩子都是他的心头肉：小语高三，学习
出类拔萃，人品样貌俱佳；小新虽然顽皮，但心地善良；
小豌长得跟个小天使一样可爱，只可惜有儿童先天性
心脏室缺。楼志军决定给孩子们安排好未来再死，他
开始给孩子们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江苏国际频道 1 月 19 日起每天 14:50 首播
两集，18:25 重播

凤凰卫视欧洲台 1 月 25 日起周一至周五
7:00 播放一集

都市情感剧
《亲爱的敌人》

央视开门办春晚新瓶装新酒

华人春晚湖南造

快乐全球华人 湖南国际频道新年改版推出新节目
湖南国际频道 2013 年元月全新改版，新增大型人文纪录片系列《印记》和探寻明星内心世界的《聆

听》栏目。如今，这个以快乐全球华人为宗旨的国际频道在周内以王牌综艺栏目《天天向上》、《快乐大本
营》，以及《华流经典》电视剧和《开心芒果》明星演唱会集锦组成娱乐系列，每天上午、傍晚和晚上 10
点后为您带来轻松快乐，到中午时，谣言求证节目《科学大求真》虽不失娱乐本色，但也有科学的严谨，
而《华人视线》、《印记》、《往事》和《杨澜访谈录》等节目则组成时事人文系列，占据下午和晚间黄金档，
在为您提供新闻资讯的同时，也为您追溯历史，带来深刻的人文思考。而从周五起，整个频道进入娱乐时刻，
阵容庞大的综艺娱乐版块每天轮番播出，还有妙趣横生的《谁与争锋》和《勇往直前》游戏节目，以及《湖
南好好玩》和《世界好好玩》两档旅游节目加盟，而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和《快乐大本营》也将在周
五和周六中午首播，另一重量级娱乐节目《我们约会吧》则会在周日中午亮相，为全球华人打造快乐周末。

虽然蛇年没有“年三十”，年廿九就是除夕夜，但央视春晚还是如约而至。再战春晚的哈文导演有何妙招让大家在除夕夜从烟酒糖茶和麻将

桌上挪一点目光到电视，下列三个关键词或许能给您答案。中文国际频道 (CCTV4)2 月 9 日 13:00 直播，当晚 21:00 及次日 6:00 重播

曾经在自创段子《我要上春
晚》中极尽讽刺之能事的“非

著名相声演员”郭德刚不久前和搭档
于谦出现在蛇年春晚终审现场，再加
上导演哈文秘密造访的传闻，引发老

郭被“招安”的议论。

用郭德刚自己的话说，他和春晚
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2007 年，
郭德刚以“剧本不合适”为由拒上春
晚，此后其代言的藏秘排油茶遭央视
曝光，双方矛盾升级。不过最近郭德
刚否认和央视有过节，他称自己跟导
演组的许多人都是朋友，这些年双方
有过沟通，他主要是怕受不了春晚的
节目审查制度：“我的脾气我自己最清
楚，平时搭档抖包袱动作慢点，我都
要急，那边要是一审两三个月，我非
被逼疯了不可。”

据悉，参加今年春晚的相声段子围
绕郭德刚开烤串店招募帮手展开，其
中加入不少重口味的郭氏猛料。　　

招安     尽管有歌坛大姐大那英时隔七年
“再出山”，但今年春晚最令人期

待的“复出”非赵本山莫属，而有关他和“梦
中情人”倪萍搭档的传言更是令人浮想联翩。

据赵本山御用编剧尹琪称，今年小品的
主题是“人生与爱情”，赵本山不演农民，但
仍然保持朴实老百姓的形象。此前有消息说，
他和老伴儿要在大年夜感化一个小偷，而倪
萍则是“老伴儿”的最佳人选。不过这个剧
本泄密后，本山团队可能要另起炉灶，他们
目前已进入“闭关”状态，全力备战春晚。

至于台湾天团 S.H.E 自 2010 年 3 位成员
单飞后在央视春晚再次合体，重出乐坛，有
人戏称是因为 S.H.E
的名字正好与蛇的
拼音相吻合。

届时，S.H.E 将
以成名曲《SUPER 
STAR》 开 场， 为
观众献上多首脍炙
人口的歌曲串烧。

复出 开门办春晚，使一向被央视春晚
“闭门不见”的卫视选秀歌手有

了“转正”的机会。
去 年 12 月 30 日， 集 结 全 国 12 档 选

秀节目的《直通春晚》决出三
强，来自《中国好声音》的平安、
《天籁之声》的许艺娜和
《中国红歌会》的阿普萨
萨成功晋级。

而在此之前，超女张靓颖、《我
型我秀》冠军张杰和台湾《超级星
光大道》冠军林宥嘉已经领先一步收到蛇

年春晚的邀请。
据悉，春晚为他们特别设

立了选秀歌手演唱环节，让新
老选秀歌手以及港台选秀歌手
逐一登台献唱。其中张靓颖将
搭 档

实力派男歌手杨
坤， 演 绎 新 歌
《一辈子朋友》。

转正

湖南国际频道 2 月 10 日 12:30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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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大本营 每周六 12:30；17:30；21:50 华人视线 周一至周四 14:00；19:35
天天向上 每周五 12:30；18:30 华流经典 每天 11:00；周一至周四 17.35；周六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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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访谈录 周三、周四  16:10；20:35 新闻大求真 周一至周四 13:25；19:05
谁与争锋 周五、周六 14:05；周五 20:00 勇往直前 周六、周日 8:00；周日 14:05

本版所列均为法国时间，仅供参考，以实际播出为准。更多节目预告请登陆长城平台网站www.tangmedia.fr/greatwall，点击“节目预告”

湖南卫视
小年夜春晚
快乐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