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篇

八部热播剧

《恋爱先生》

东方卫视、江苏卫视

今年 1 月在东方卫视和

江苏卫视播出的 《恋爱先

生》 中， 主角是江疏影和靳

东， 剧情有点搞笑也有正能

量，适合和家人一起看。

《凤囚凰》

平台：湖南卫视

虽然这部剧还没播出的

时候， 关晓彤的造型已被吐

槽，但是按历史来讲，那时候

的发型就是偏向于这样的厚

重感。

《我在桥上看风景》

平台：湖南卫视

这部戏是根据顾西爵的

小说改编而来的， 先不说有

一大群书迷， 女主李溪芮霸

气寒冷的表演， 也是吸引很

多人去看的。

《莫斯科行动》

平台：浙江卫视

如果喜欢悬疑侦查类题

材的电视剧，那么《莫斯科行

动》就不能错过，由老戏骨夏

雨坐镇， 已于 1 月 8 日登陆

浙江卫视。

《和平饭店》

平台：浙江卫视

同样为悬疑类题材的电

视剧， 这部剧的日均收视率

也有 0.89， 而雷佳音和陈数

两人的演技， 也让观众看得

很是过瘾。

《福星盈门》

平台：山东卫视

这部剧看名字就很适合

春节档看， 且主演为联欢晚

会专业户潘长江， 是专门为

人带来欢乐， 它现在在山东

卫视热播。

《谈判官》

平台：湖南卫视

如果是杨幂的粉丝，那

《谈判官》就是必追的了。 2

月 4 日，湖南卫视上档播出，

作为《翻译官》的姊妹篇，和

小鲜肉黄子韬搭档， 可谓是

未播先火。

《一路繁花相送》

平台：东方卫视、江苏卫视

钟汉良再演痴情的霸道

总裁， 搭档男神收割机江疏

影， 已于 2 月 7 日在东方卫

视和江苏卫视同时开播。

综艺有花样

央视《舌尖上的中国 3》

大年初四(2 月 19 日)20

点，《舌尖上的中国 3》 将在

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首

播，大年初五起，央视财经频

道、农业频道、中文国际频道

将跟播。

浙江卫视

大年初一、初四（2 月 16

日、19 日）20：00 《王牌对王

牌 3》22：00《二十四小时 3》

联袂出击。

除了两档经典综艺，大

型音乐猜评推理节目 《异口

同声》 大年初二 （2 月 17

日）20：00也将正式开播。 节

目邀请了乐坛代表性歌手以

及经过严格甄选和培训的模

唱歌手一同献声， 用音乐唤

起时代回忆、 讲述金曲背后

的故事。

此外，汇集了《喜剧总动

员》以及《开心俱乐部》两档

喜剧综艺精华的 《新春欢乐

送》将于大年初三（2 月 18

日）19：30 爆笑来袭。 “王

牌”“唱将”“笑匠”大集结。

在大年初五、初六（2 月

20日、21日）20：15的新春特

别节目 《围炉夜话———飚戏

贺新春》中，周一围、蓝盈莹、

翟天临等十位《演员的诞生》

实力选手又将放送动情演技，

一起温暖畅聊、飚戏贺大年。

江苏卫视

《非诚勿扰》将会在大

年初一 19：30 播出， 也就是

农历狗年的第一天和观众见

面， 给观众带来一堂别开生

面的“恋爱课” 。

大年初三 21：10 《三个

院子》 还将给您带来天南地

北的院子里的温情故事。 这

一次， 大张伟带着妈妈一起

录歌， 刘畊宏带着陈小春打

起篮球，林更新、周放的老师

来了， 几位同学忙活着给老

师做晚饭。

大年初四 （2 月 19 日）

《一站到底》， 大年初五（2

月 20 日）《芝麻开门》 如约

而至， 从大年初三到大年初

六每晚还将有 《最强大脑之

燃烧吧大脑》 的国内 1 对 1

淘汰赛回顾，大年初八晚《最

强大脑》 将播出 1 对 1 淘汰

赛总决赛。

湖南卫视

《声临其境》《歌手》分

别如约于 2月 17日大年初二

22：00、2 月 23 日大年初八

20：20上演。本报记者 胡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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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将带来春晚系列电视节目单

春节观影追剧指南

电影篇

“2” 得很有范儿

在积攒好口碑后，很多电影都会

适时地推出续集。 今年的春节档就有

《捉妖记 2》《唐人街探案 2》。两部电

影的第一部都是口碑票房双丰收的

黑马影片，且在推出续集时相对比较

谨慎。 截至 1月 25日，《捉妖记 2》的

预售票房突破 3000 万元，截至 2 月 4

日，《唐人街探案 2》 预售票房突破

5000万元。

《捉妖记 2》

日期：2月 16日

口味：萌萌萌

会卖萌，有绝招的胡巴不知道笼

络了多少妹纸的心。 这部让观众等了

3 年的续集终于现身了， 导演许诚毅

是个相当认真的人，续集质量可谓是

有保障的。 时隔 3 年，胡巴小朋友是

不是都长高长大了呢？

《唐人街探案 2》

日期：2月 16日

口味：搞笑 +悬疑

除了刘昊然和王宝强这对黄金

拍档外，肖央继续为电影笑料贡献力

量。 今年的“探案” 队伍还加入了王

迅、妻夫木聪、元华等明星。 在第一部

就留下悬念的电影，此次在纽约又要

“闹”出怎样的大事情？ 陈思诚表示，

要让观众满意。

贺岁档“老三样”

每年的贺岁档，总少不了来一些

明星阵容大， 纯粹搞笑贺岁的电影。

“西游”系列电影来到了第三个年头，

今年的《西游记女儿国》将把师徒四

人带入赵丽颖“领导”的女儿国中。

今年春节也少不了“相声”节目，

郭德纲带着小岳岳、吴京、吴秀波来

一场《祖宗十九代》的穿越对话。

在儿童片中从不缺席的还有熊

大熊二两兄弟，《熊出没变形记》也以

“爱”为主题，更好地引导小朋友。

在今年大年初一的片单中，《红

海行动》无疑是该档期中最 man 的一

部电影。 林超贤再度调动影迷的荷尔

蒙，以索马里中国商船遭劫事件为背

景，展现中国营救行动的真实情况及

英勇表现。

《西游记女儿国》

日期：2月 16日

口味：老配方 +新女王

还是冯绍峰、 郭富城的师徒搭

档，还是郑宝瑞执导，然而这一次西

游故事的女主角成了赵丽颖。

《祖宗十九代》

日期：2月 16日

口味：浓浓的京味儿

郭德纲带着爱徒岳云鹏玩起了

电影。 凭郭德纲的相声功底，剧本应

该不差。 不过去年的《欢乐喜剧人》

让郭德纲在电影圈中的评分骤降，

《疯岳撬佳人》 也让岳云鹏背上了

“烂片”的名号。

《熊出没·变形记》

日期：2月 16日

口味：温情 +暖心

《熊出没》的动画片被诟病对孩

子影响不好，但其大电影《熊出没·变

形记》今年还是如期亮相大银幕。 今

年片方打出温情牌，以“归家” 为主

题，曝光光头强的成长经历，展现出浓

浓的父子情。

人气“四大天王”

2018 年开篇，就有几部电影为今

年的春节档期预热。 刚从《摔跤吧爸

爸》 的热评中退潮的阿米尔·汗又与

“女儿” 塞伊拉·沃西出演人气电影

《神秘巨星》。 目前该片票房上映 24

天超越 6.8亿。

《奇迹男孩》这部美国片票房虽

不高，人气及评价却不断走高，春节档

期将是一部不错的亲子类电影。 同样

适合亲子观看的还有 《公牛历险记》

这部反暴力的动画片。

而有休杰克曼主演的 《马戏之

王》也是评价陆续上扬的影片，该片

的奇幻、马戏、挫折等剧情足以让观众

在 106分钟不离席。

《神秘巨星》

日期：1月 19日

口味：咖喱味的深情

不得不说阿米尔·汗厚积薄发，这

两年的势头很猛。《神秘巨星》被影迷

视为印度神剧，人气不差《摔跤吧爸

爸》。 影片仍以父女的冲突为主题，展

现父爱的伟大以及少女追梦的决心。

《奇迹男孩》

上映日期：1月 19日

口味：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10 岁的小男孩奥吉天生脸部畸

形。外貌让他遭遇嘲笑与排斥，但他有

着坚强的后盾———爸爸妈妈、姐姐。奥

吉用自己的勇气、善良、聪敏，激励和

感染着身边的人，最终收获了友谊、尊

重及爱。

《公牛历险记》

上映日期：1月 19日

口味：爆笑不暴力

笑料十足的影片其实也是一部适

合孩子看的“心灵鸡汤” 。主角公牛为

了不变成一只暴力的斗牛， 选择了逃

亡。多数家长在看过影片后，被影片的

反霸凌主题打动。 即便是老调重弹的

旧梗，在公牛的“包装” 下，更容易让

男孩子接受与学习。

《马戏之王》

上映日期：2月 1日

口味：想象力爆棚

“金刚狼” 休杰克曼变成了马戏

团的老大， 他所开设的马戏团从没人

花钱欣赏，最终变为一个奇幻世界。影

片不仅有充满奇思妙想的情节， 更是

有着鼓励大家抗住压力、 努力追梦的

内核。

本报记者 杜立

想去旅行，各条线路都满了；想去逛街，店家都回

家过年啦；来一场关于眼睛的旅行吧，在影院选择一部

适合自己口味的电影，在家追上几部剧、轻松看看综艺

节目都是春节的休闲方式。明日，本报还将为大家带来

热热闹闹的春晚系列的节目单。

《唐人街探案 2》海报

《熊出没·变形记》海报

《马戏之王》海报

《捉妖记 2》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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