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主会场

1.开场贺岁歌舞“生肖闹春中国
年”《老鼠爱上你》表演：李现、周冬
雨、张若昀、李沁、朱一龙、马思纯、
申霏霏、杨臣刚、蓝天幼儿园艺术团

2.歌曲《过年disco》 表演：陈伟
霆、张艺兴、宝石老舅等

3.歌舞荟萃表演：国外艺术家
4.小品 《风雪饺子》 表演：贾冰、

秦岚、张若昀、沙溢、吴磊
5.现代舞《舞林追梦人》表演：易

烊千玺、王嘉尔、罗志祥
6.小品 《每逢佳节倍催婚》 表演：

张凯丽、杨立新、王鸥、吴海龙、张维
威、魏大勋

7.分会场拜年

河南郑州炎黄广场分会场

8.歌曲 《黄河》 表演：朗朗、吉
娜、小蓓蕾合唱团

9.歌舞 《新百家姓》 表演：李宇
春、刘涛、张野、陶喆、杨洪基、王一
博、赵丽颖、郑州大学、中国少年儿童
合唱团、四川蓬溪中国红海百家姓古镇
艺术团

北京主会场

10.方言小品 《喜欢你喜欢我》 表
演：谢娜、肖战、鞠婧祎、张幸福、吉
利、杨迪、刘维、蒋诗萌

11.相声 《生活趣谈》 表演：岳云
鹏、孙越

12.歌曲 《背影》 演唱：孙楠、韩
磊、谭维维、莫文蔚

13.社会温暖题材小品 《光棍卤
粉》表演：郭冬临、袁姗姗、郑爽、关
晓彤、许魏洲、惠若琪、张一一、常
远、董成鹏、柳岩、李明启

14.歌曲 《李清照》 演唱：李玉
刚、韩雪、霍思燕、凤凰传奇、乌兰图
雅

15.舞蹈 《青铜宴舞》 表演：张天
爱、唐诗逸、安徽江南文旅铜官府艺术
团

16.小品 《婆婆妈妈》 表演：贾
玲、张小斐、许君聪、卜钰、孙集斌

17.歌曲 《带着地球去流浪》 演
唱：刘欢、中国儿童合唱团

18.小品 《机场姐妹花》 表演：黄
晓明、金婧、宋祖儿、王自健、张天爱
等

19.歌曲 《邯郸记》 演唱：杨紫、
张韶涵、朱正廷、霍尊、王壮、孙霄磊

广东珠海粤港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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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歌曲 《老鼠爱小米》 表演：李
子柒、李凌梓、柒月月、曹德利、李佳
琦、薇娅、朱湘宜、网红星学院、深圳
大学

21.歌曲 《恋曲 2020》 演唱：罗大
佑、李宗盛、王菲、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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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特别设计 《洞见 2020》 嘉宾：
李季、任正非、宿华、雷军、张勇、叶
文智、伍继延、王林、张一鸣、陈智、
唐文卿、陈代全、赖力、舒松涛、刘永
好

23.快手红包互动《点赞中国年》
24.小品 《父母爱情》 表演：郭

涛、梅婷、刘琳、李文启、尚大庆
25.抒情歌曲 《洪荒少年》 演唱：

王俊凯、易烊千玺、王源、李荣浩等
26.旗袍舞节目 《湘女秀》 表演：

苏州吴江中国旗袍小镇艺术团、湖南湘
女秀艺术团、旗袍遇上茶艺术团、长沙
竞男女子学院

27.魔术 《猫鼠同眠》 表演：香港
魔术师、吴磊、彭昱畅、彭于晏、杨臣
刚等

28.武术 《昆仑决》 表演：惠英
红、李连杰、马云、甄子丹、清风子、
姜华、乔乐、杨建平、河南少林塔沟武
校、中国武当功夫团、安徽铜陵北斗星
城武术队、昆仑决俱乐部

29.代际过年主题脱口秀 表演：
思文、张宇识

30.小品 《快乐其实很简单》 表
演：孙涛、闫妮、王迅

31.歌曲 《文艺男青年之歌》 演
唱：蒋大为、阿云嘎、郑云龙、佟铁
鑫、莫华伦、戴玉强、张英席、王凯、
郑棋元等

32.少儿歌舞 《姜子牙》《济公》
《冒险小王子》串烧 表演：张杰、王
诗龄、李京、徐峥、刘志江、饺子、游
本昌、浙江睿宸影视、中国少年广播合
唱团

33.特别设计：国宝鉴赏 《五鼠
图》嘉宾：黄永玉、单霁翔、卢禹舜、
周艺文、舒勇、王俊英、林跃平、王中
军

34.歌曲 《想家的爷们》 表演：孙
扬杰、旭日阳刚、方珲、极泷、安徽大
学

35.歌舞 《艺术模范生》 表演：尚
雯婕、谭维维、钱正昊、纪丹迪、简弘
亦、李思宇、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半亩
稻田艺术团、武汉艺雅星汇艺术团

36.小品 《走过场》 表演：马丽、
沈腾、开心麻花

37.戏曲 《中华戏曲百花苑》 表
演：于魁智、舒锦霞、马兰

38.歌曲 《中国欢迎你》 表演：景
甜、刘宇宁、伍奕龙、贺小语、北大附
中

39.歌曲 《追梦人》 表演：阿木、
蒋小涵、董成鹏、米线、米晓明、湖南
大学

40.歌曲 《内蒙》 表演：腾格尔、
刘洋洋、李昊城、时爽、内蒙古歌舞剧
院

41.歌曲 《壮乡春来早》 表演：张
嘉倪、买超、迪丽热巴、杨洋、白鹿、
屈鸿、黄巍伟、卢晓黎、广西来宾铜锣
湾广场艺术团、贺州黄姚古镇黄姚大剧
院艺术团

42.孙杨、刘诗雯、谌龙等备战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拜
年

零点钟声

43.歌曲 《中国女排》 表演：巩
俐、郎平、陈忠和、袁伟民、黄渤、吴
刚、朱婷、张常宁、白浪、陈招娣、孙
晋芳、张蓉芳等

44.歌曲 《又见太湖美》 表演：阎
维文、晏菲、湖州安吉鲁家村乡村艺术
团

45.杂技 《步步高升》 表演：河北
沧州吴桥杂技团

46.歌舞 《生养之地》 表演：阿
朵、周一围、叶润泽、刘雯、天下凤凰
艺术团

47.歌舞 《全面小康》 表演：雷
佳、郁钧剑、陈思思、刘和刚、全总文
工团

48. 《难忘今宵》 演唱：李谷一、
蔡国庆、《我要上春晚》《直通春晚》

《星光大道》优秀选手
(仅供参考，以1月24日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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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
年春节联欢晚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今
年春晚相关负责人及主创向媒体集中介绍了
今年春晚节目创作亮点及多项技术创新应用
看点，同时还发布了春晚全媒体传播计划，
记者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今年春晚将从舞
台美术、联欢互动、新科技运用、融合传播
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创新突破。

在发布会上，今年春晚主持人阵容正式
公布，北京主会场由任鲁豫、尼格买提、佟
丽娅、尹颂、张舒越担任主持人。

语言类节目量大“笑果”好

“今年的语言类节目量很大，‘笑果’也
不错，有点出乎意料!”1月20日23时许，走
出彩排现场，不少观众如此分享观后感。

的确，语言类节目是第四次春晚彩排呈
现出的最大亮点之一。演员阵容明星云集，
有春晚常客岳云鹏、贾玲、沈腾团队，也有
闫妮、郭涛、王迅等实力演员，连黄晓明、
吴磊等“新老鲜肉”也客串起了小品。从数
量上看，语言类节目的比重也非常大，喜欢
相声小品的观众这次一定会过足瘾。

据了解，较之往年，今年语言类节目在
数量上为历年之最，题材内容也丰富多彩，
关键词既有亲情、爱情，也有讽刺和鞭挞，
既深度反映社会现实、展现百姓生活，也显
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一些节目聚焦情感表
达，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还是陌生人
之间的互帮互助，走心的情感沟通，如春风

化雨演绎出真挚的人间大爱。还有的语言类
节目直言不讳地曝光和鞭挞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现场观众掌声连连。

歌舞类节目与时代大主题紧密贴合，歌
曲节目的词曲脍炙人口，舞蹈类节目既有国
际时尚精品，又有韵味十足的古典舞。

科技创新应用是今年春晚的一大突出亮
点。将更好地适应全媒体时代观众的收看需
求，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将首
次制作8K超高清电视版2020春晚，并首次
发行《2020·春晚》直播电影。

今年春晚将延续全媒体传播，同时也着
力于积极开拓传播新思维。将与快手合作，
推出10亿元春晚红包。“快闪”概念将首次
融入今年春晚舞台，提升观众的参与感。

河南元素值得期待

在发布会上，今年春晚主持人阵容正式
公布，北京主会场由任鲁豫、尼格买提、佟
丽娅、尹颂、张舒越担任主持人。郑州分会
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张泽群、马跃和河
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庞晓戈、郑州电视台主
持人米娜担任，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主持人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主持人
陈星、香港演员胡杏儿、澳门主持人刘中
志、珠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许鲁南担任。

其中任鲁豫、尼格买提、张泽群都曾多
次担任央视春晚主持人，尹颂、张舒越是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主持人大赛的优秀选
手，尹颂曾担任2019年央视春晚井冈山分会

场的主持人。
最值得河南观众期待的是，北京主会场

的任鲁豫、尹颂和郑州分会场的张泽群、庞
晓戈、米娜都是河南人。

除了主持人阵容里的强大河南队伍外，
河南塔沟武校的2万余名学员参加了北京主
会场《武魂》节目和郑州分会场多个节目的
演出。塔沟武校100多名学员表演的武术节
目《武魂》构思巧妙，很好地彰显了中国精
神。

郑州分会场颂黄河

在郑州分会场现场，已搭建了十六七个
供演员休息的大棚，每个棚可容纳一两千
人。现场设置了30多个机位，力争把精彩的
表演全方位展示给全国观众。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自强不息气势磅
礴。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020年
我们将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决胜小康。”20日
晚，张泽群、马跃、庞晓戈、米娜四位主持
人一起拉开了郑州分会场的大幕。

分会场节目时长8分钟。节目开场是杨
洪基领衔8位歌唱家合唱的《黄河颂》，随后
郎朗钢琴曲《黄河颂》切入，李宇春的扶贫
攻坚歌曲压轴，最后二七塔、“大玉米”、
CBD等郑州标志性景观都出现在全国观众面
前。

河南籍主持人张泽群表示，这是从事主
持人工作以来，第一次回到家乡主持春晚，
内心很高兴、很激动，“2020年是我离开郑
州到北京求学整30年，在家乡主持春晚一直
是我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如今站在炎黄
二帝雕像前，为中原的发展鼓与呼，我内心
感到无比自豪。”

郑州分会场最大的亮点是“黄河再
现”，剧组通过巧妙新颖的创意，配合丰富
的舞美设计，将整条黄河的著名景观汇聚到
方寸舞台，予以动态呈现。2万名河南塔沟
武校学员构建出九曲黄河的背景，随着音乐
的节拍，手持道具不断变换成黄河、麦田等
图案，把李宇春、杨洪基、郎朗等人的演出
串联起来，使整个春晚郑州分会场的节目形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彰显出九曲黄河奔腾向
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磅礴气势。

大 河

直击央视春晚彩排

主持人河南老乡多
岳云鹏、贾玲、沈腾抱团搞笑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河南郑州炎黄广场分会场

广东珠海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

主持人张泽群

星光灿烂 李新战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