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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由陈

歆宇工作室打造的《我家》系列综艺自

2018 年亮相以来一直承载了不少关注

与话题。 其中，“闺女篇”《我家那闺女》

去年年初请来了吴昕、傅园慧、袁姗姗

等嘉宾，展示她们的独居日常，当时就

承包了不少讨论。 近日，《我家那闺女》

第二季正式宣布将于明晚

（大年二十

九）

回归播出。 节目同时官宣了“闺女”

有宋茜、王鸥等。

第一季《我家那闺女》采取爸爸们

坐镇棚内观察闺女生活的模式， 第二

季节目的观察阵容大升级，将从“爸爸

团”转为多重视角展现。 比如会有“闺

女” 的经纪人亲自下场观察， 也会有

“闺女”自己观察自己，在节目的镜头

下对工作和生活进行复盘。 日前上线

的节目先导片中公布了参与本季节目

的“闺女”宋茜、王鸥。 节目一开场，宋

茜便被吐槽是“吃货一枚”，她也以实

际行动证实了自己的“吃货”本质，在

等待采访时就把桌上的树莓一扫而

空， 还调皮地表示：“就当这里没有过

水果。 ”除了爱吃，她也练就了一手娴

熟的厨艺， 多年的练习生经历更让她

的生活自理能力超强， 据棚内观察员

爆料，“有时候衣服大小不合适， 临时

需要改动一下，她就会自己拿针线缝，

缝得很快。 ”在节目中，宋茜也自曝对

爱情充满了向往，“我觉得没有人是对

爱情不向往的。 ”她还表示，“我只要感

觉到你对我好了， 我会加倍对你好。 ”

多年的打拼让宋茜的自理能力极强，

她更是在节目中放出“会好好照顾伴

侣”的承诺，对方不会干的事，自己可以

帮忙干，甚至修灯泡这种事，宋茜也能

为爱，将其揽上身。

另一位“闺女”王鸥，则因为第一次

录制真人秀， 第一天面对房间无处不

在的镜头，有点手足无措，她不止一次

对镜头说：“每天看着我这样走来走去，

不无聊吗？ ”在节目中，王鸥也生动展

示了“一个女演员如何度过没有工作

的一天”， 荧屏上她是美艳英气的女明

星，私下里却是可以窝在家，无聊到网

购三小时的“超级宅女”。 同时，王鸥还

自嘲因为很早熟， 感觉 20 多岁就进入

到了中年危机的状态，“有人告诉我说

中年危机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觉

得自己有中年危机了。 ”据了解，王鸥

这次还是四位闺女中唯一在棚内自己

观察自己的嘉宾，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真

人秀部分，王鸥简直傻眼了，“光是来回

开灯关灯都不下四次， 整个人都尴尬

了。 ”

据悉，《我家那闺女 2》 将于 1 月

23 日起， 每周五晚十点在湖南卫视

播出。

《我家那闺女2》明晚开播

宋茜向往爱情 王鸥自曝有“中年危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北京

卫视《了不起的长城》近日播出第三期

节目，搬砖小队成员刘烨、阮经天、黄

明昊、杨迪、周深、沈南，飞行砖员郑

爽，还有惊喜助阵的李莎

旻

子、九孔共

同开启“汉长城时空穿越之旅”，揭开

了中国历史上防线最长的长城 ———

“汉长城”的神秘面纱。 本期节目播出

后收获网友热议好评， 跟随长城砖员

们的研学之旅， 节目观众们对博大精

深的长城文化也更加了解。

通过“时空穿越”的设定，以及李

莎

旻

子、九孔的“角色扮演”，本期节目

组巧妙科普了“两关长城”———汉代敦

煌郡玉门都尉和阳关都尉辖境内的长

城， 在汉朝和唐朝两大不同历史时期

的功能和角色。“时空之旅”的第一站

“汉朝玉门关”， 搬砖小队遇到了由李

莎

旻

子扮演的汉朝“李将士”，并解锁

他们的第一个身份———汉朝戍边将

士。 他们换上戎装上任的过程中，李莎

旻

子扮演的老兵，口若悬河、“戏精”附

体，搞笑之余，让观众不知不觉就跟随

“搬砖团”的新兵视角，把古人修长城

要“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的知识收

入囊中。

而九孔扮演的“九大将军”随后出

现，则开启了一场神秘的“谁是将军”

游戏，随着身材娇小的周深、沈南、杨

迪，年纪最小的黄明昊，以及唯一的女

生郑爽陆续从“将军候补”中淘汰，九

孔才揭示游戏的目的———对汉代征

兵制度的科普。原来，汉代对服役士

兵的年龄和身材都有详细要求 ，规

章制度健全的军事体系成就了“大

汉王朝” 的辉煌。 而在第二站———

“唐朝的阳关”， 长城砖员们的身份

又变为了“来自西域的朋友 ”，他们

身着一身西域服饰， 与李莎

旻

子扮

演的“大唐公主”和“八将军”九孔再

会。通过这一设定，节目组希望告诉

观众“汉长城” 在唐代的第二个作

用： 大唐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连接

彼此，而长城守护着丝绸之路，让八

方来客得以顺利抵达阳关， 大唐因此

成为世界的中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管安琪）

天津

卫视联合德云社打造的春节相声晚会

“开开心心年年好” 将于明日 19:30 播

出，此次是全国首台以“相声”为主题

的春节晚会。 晚会立意“团圆”，为观众

奉献新年“相声家宴”。

除前期曝光的郭德纲、 于谦、高

峰、栾云平、岳云鹏、孙越、孟鹤堂、周

九良、秦霄贤、杨九郎、阎鹤祥等德云

社 24 人“神仙阵容”外，郭德纲也将担

任晚会主持人，同时超 40 人阵容将共

同演绎反串戏京剧《满床笏》。

晚会中，郭德纲、于谦带来新作《兄

弟情长》，兄弟之间的日常琐事令人捧腹。

在搭档于谦心中，郭德纲实际是一个“无

趣的人”，“郭老师爱好非常少， 我们出去

玩他都不去。 他只有两个爱好，一个是

相声， 还有一个是整个中国的戏曲和

曲艺的传承，是一个特别执着的人。 ”

此外，于谦还将与师父石富宽、徒弟冯

照洋三代同台带来相声《想唱就唱》，

发扬相声艺术“传帮带”的传统。

岳云鹏与搭档孙越现场展示作品

《铁甲将军》， 则为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的工作者送上祝福，“春节对于中国人

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节日， 都期盼着

能跟家里人在一起， 希望能通过我们

的相声给警察、医生、火车列车员等带

来一点点的快乐。 ”实际上，岳云鹏也

是千万“守岗人”中的一员，多次参加

央视春晚的他， 年三十下午 4 点吃上

母亲亲手下的饺子，5 点便要赶赴央

视，“疯狂背词、迈不动腿、紧张”都是

常态，只为给全国观众带来好作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湖南

卫视《歌手·当打之年》将于 1 月 31 日

（大年初七）

晚 20：10 首播。 日前，节目

组正式官宣华晨宇、MISIA 米希亚、萧

敬腾、徐佳莹、袁娅维、毛不易、周深七

组首发歌手。 除了年轻化的阵容有别

于往季， 今年的赛制也将有了重大革

新，新增奇袭赛制。

本季《歌手·当打之年》的赛制重

磅升级，节目不再设置“补位赛”与“踢

馆赛”， 取而代之的是全新奇袭赛制。

节目保留两场为一轮的经典模式，每

轮录制将新增三位奇袭歌手。 根据奇

袭赛制， 奇袭歌手可以在任意一位在

线歌手的演唱过程中发起奇袭一对一

挑战， 发起奇袭的该名歌手将紧随被

奇袭的歌手后面演唱，演唱结束，由现

场 500 位大众听审电子投票决出胜

负。 每场节目只有两个奇袭机会供三

位奇袭歌手抢夺，先抢先得，未奇袭的

歌手进入第二场竞演， 无论奇袭歌手

人数多少，有且只有一个奇袭机会，未

能抢到奇袭机会的歌手将失去登台演

唱资格。 如此，奇袭歌手想进入在线歌

手行列， 挑选一对一奇袭的对象成了

他们能否成功的关键。 与此同时，“手

快有，手慢无”的规则也在奇袭歌手中

形成了强大竞争压力。

“长城砖员”开启“汉唐研学之旅”

《了不起的长城》揭开“汉长城玄机”

德云社明晚上演“相声春晚”

岳云鹏为春节“守岗人”送祝福

《歌手·当打之年》大年初七首播

全新奇袭赛制取代“补位赛”“踢馆赛”

刘烨。

阮经天。 郑爽。

荨

第一次

录制真人秀的

王鸥在节目中

展示了工作之

外的状态。

荩

有着多

年练习生经历

的宋茜有着超

强的生活自理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