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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北京站的湖南卫视广告招商会人气爆棚!一

票难求"曾操刀湖南卫视多届春晚#金鹰节等品牌晚会的金牌

团队陈汝涵团队!携手快乐家族#天天兄弟两大主持天团!为

广大客户朋友带来一场充满欢乐#感动#感恩#青春气息的$晚

会%" 率先亮相的$花少团%代表张凯丽和华晨宇的现身演唱!

掀起了现场的第一个高潮"

据悉!明年&花儿与少年'将展开第二季!哪些明星将相约

在异国的旅途成为大家关注焦点" 记者了解到!李易峰这一季

已经确定加盟" 随后在这个暑假创下$古剑现象%钻石剧场代表

陈伟霆亮相!&我是歌手'两届歌王羽泉和韩磊的同台飙歌!这些

都预示着这几个$名牌栏目%将继续在
%$'(

年发光"对于第三季

的$歌手%人选!导演洪涛表示!$不能再说了!到时候再公布"%据

记者了解!张靓颖将会加盟$歌

手%厮杀"而羽泉和韩磊这两届

歌王均放言($不管是谁! 只要

敢来歌手的舞台! 就已经是顶

级实力的最好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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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明星助力湖南卫视

北京招商会带来精彩表演的

同时!湖南卫视电视节目制作

一线岗位代表!&天天向上'制

片人汪涵#&快乐大本营'制片人罗昕#&爸爸去哪儿'制片人谢

涤葵#&我是歌手'制片人都艳#&一年级'制片人徐晴!这一群

综艺节目掌门人#社会话题引领者!首次站在舞台上带来一首

&在一起更青春'的诗朗诵"

当天最大的劲爆场面来自于$签约合作%!湖南卫视当场

就完成了金鹰独播剧场和&爸爸去哪儿'第三季的广告合作现

场签约"

%$)*

年冠名收视与口碑超高的&变形计'节目的美肤

宝!当天再次携手湖南卫视以
*

亿元签约金额拿下
%+"(

年金

鹰独播剧场的冠名" 随后今年携手&爸爸去哪儿'第二季迎来

巨大广告效益和品牌提升的伊利集团!

%$"(

年再次选择 &爸

爸去哪儿'第三季!冠名费加全面战略合作金额高达
(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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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 湖南卫视副总监兼总编室主任丁诚先生介绍了湖

南卫视
%$"(

年精彩内容"除了&我是歌手
,

'&花儿与少年
%

'!

&爸爸去哪儿
,

'外!明年还有两档全新的真人秀节目上档" 一

是讲述明星和动物相处故事的&动物园奇遇记'!二是明星真

实军旅体验的震撼大作&真正的男人'!该韩国原版节目在韩

国获得了
)-.-/

的最高峰收视
0

一举超过了前纪录保持者&爸

爸去哪儿'"

此外!多档节目与孩子#妈妈#老人等亲情元素的节目也在积

极准备中" 如明星与妈妈做菜的&妈妈的味道'#强调
&+

后明星敬

老的孝道节目&常回家看看'等" 值得一提的是!

%+"(

年!湖南卫视

将不再做$快男%$快女%的选秀节目!暑期增加了一档叫&偶像来

了'的选拔节目"至于&超级女声'则$变身%为一档由洪涛#谢涤葵#

廖珂等湖南卫视名导参与执导的音乐栏目剧" !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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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湖南卫视$

#"!%

年媒体推广暨广告招商会%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在此次名为$在一起'更青春%的

招商会上#湖南卫视
#"!&

年前三季度的优异表现让广告客户出手疯抢#美肤宝冠名
#"!%

年金鹰独播剧场#伊利冠名

#"!%

年(爸爸去哪儿
'

)及全面战略合作的广告合作现场签约仪式#创新了前所未有的在招商会上就现场签约的招商

形式&当天#两项总冠名达到了
$

亿元&同时#湖南卫视发布的
#"

多个创新节目以及多部优质电视剧#更让现场客户翘

首期待
#"!%

年湖南卫视的精彩表现&

张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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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离开央视后!崔永元在

一系列综艺节目中频频现身!不过明年
"

月

"

日起!他将回归老本行"

"+

月
%&

日!他现身东方卫视广告招商

会上海站!为自己兼任策划人和主持人的新

闻节目&东方风云汇'站台!由于节目是周一

至周五日播!制作量很大!崔永元表示为了

便于做节目还要将家搬到上海来!$通讯地

址现在都开始换了%"

klmnUjgopqr

当日!在现场!主持人让崔永元介绍&东

方风云汇'的$卖点%在哪里时!他故作犯愁

之态!$我哪知道什么叫卖点) 我能说的是!

节目的看点就是崔永元当新闻主播! 讲新

闻%"这是一档帮观众解读新闻的节目!旨在

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看懂新闻!$其实很多时

候连我看新闻都看不懂!所以就想实实在在

做一档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不故弄玄虚!让

每个观众都可以是新闻评论员的节目%"

这样的节目! 崔永元多年来一直想尝

试!但在离开央视后才终于可以拥有决策自

由!$在央视!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发射的电

视直播做疲惫了的时候!领导就说*让小崔

来+!我去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上去的

是神舟几号+! 接下来还问为什么返回路线

这么准) 回来会不会伤草皮) 这些问题问得

我们请来的专家都愣住了" 我从
"&-(

年开

始做新闻! 在央视退役后又回到新闻岗位!

实话实说是我的秉性!要不然我干什么跑来

跑去找平台)如今我的新闻理想终于可以实

现了!所以上海一邀请!我就过来了!节目中

我说了算%"说到这里!他甚至开起玩笑说不

怕审查也不愁广告!更不管负面新闻是不是

会惹来关系户 $打招呼%!$那些负责审查的

好多都是我同学" 我自己都认识
(+

多个广

告商!不必非得通过你们来卖广告%"

stuqvwcxyz{

除了解读新闻外! 崔永元参与的这档节

目还有其他几个板块! 包括记者现场连线解

决难题#小崔脱口秀#邀请嘉宾解读其专业领

域知识等"崔永元表示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还要请嘉宾主持人参与!$会有明星主持

人#影视红人和体育评论员等等!为我们解读

文体新闻的台前幕后! 以及体育赛事的战术

打法等" 我不像金星!金星胆子特别大!经常

剑走偏锋!而我的脱口秀环节一定是好玩的!

如果大家不开心就不是一个秀了%"

当记者追问崔永元是否会邀请同样已

经离开央视的柴静时! 他表示的确有此意

向!$我们正在联系%" 是否会考虑将家搬到

上海来)对此!崔永元一口咬定$肯定%!不过

当被问到是否会在上海买房! 他打起哈哈(

$上海房价这么贵!谁买得起) %

(

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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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让子弹飞' 后时隔
*

年!姜文葛优这对华语电影最具分量的超级

组合借&一步之遥'重归贺岁档"

"+

月
%&

日! 片方发布的 $一如既往%

特辑中! 两人默契依旧# 喜感依旧# 友情

依旧! 又导又演的姜文掌控全局! 一句粤

语 $没问题% 霸气十足! 而 $贺岁帝% 葛

优则吹小号拥美女# 秀外语耍手枪! 这对

黄金组合的惊天大冒险将于
"%

月
"-

日正

式开启"

(

张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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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明星户外真人秀节目

&两天一夜'即将于
""

月
"

日登陆东方卫视"

"+

月
%&

日!&两天一夜'在北京举行了首期节

目看片会" 张丰毅#张智霖#温兆伦#张睿#马

可#尉迟琳嘉
1

名男星的新鲜组合!引发了奇

妙的化学反应"首期节目中!他们在沙漠的一

天遇见了各种挑战!完成了各种游戏!节目每

(

分钟一个笑点!看得全场媒体笑声不断!更

有观众看完表示自己已经笑得岔气了"

韩版的&两天一夜'堪称明星户外真人

秀鼻祖!收视率长红" 国内版的&两天一夜'

到底如何早已激起了观众的无限好奇心"

"+

月
%&

日!&两天一夜' 在北京举行了首期看

片会"看片现场!反应火爆"张丰毅在节目中

展现了完美身材让现场观众忍不住尖叫"而

人气最高的却是节目中的$

%

哥%温兆伦!在

玩游戏时他频频遭同伴$黑%!但仍旧坚持不

懈!让人捧腹"

在节目中! 让大家笑出眼泪的是节目的

游戏设置!这些大男人们在沙漠里赛车#跑步

都不那么有趣! 但一个设置却把大家笑出眼

泪"那就是节目组安排他们为了抢饭而做$转

圈游戏%!在转圈过程中!他们人人都晕头转

向!衰相百出!笑倒了一堆观众" 而温兆伦的

耍赖以及其他男星对他的$捉弄%也是看点之

一"看片结束后!节目执行制片人曾昶接受了

记者采访"谈到节目的特点时!他总结道($这

个节目跟其他同类节目最大的不同是( 需要

展现出
1

位男星之间真正的情感"

在节目录制前! 这
1

名男星互相并不熟

悉!但在录制中!在一起做游戏的时候!他们的

情感才渐渐建立起来" %至于那些笑料游戏!曾

昶也表示!$我们并不是追求刺激好玩的游戏

去挑战明星!我们要求节目中的游戏绝大部分

都适合观众私下在聚会时玩!也希望大家在旅

行的过程中和好友进行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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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漪
*

(两天一夜)中的六大男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