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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情怀第一
“情怀杀！”“情不自禁地唱了起

来！”电影频道“湾区升明月”大湾区
中秋电影音乐晚会播出期间，你不断能
在直播弹幕里看到许多这样的评价。
的确，从百位音乐人、电影人的超

豪华阵容，到《喜欢你》《朋友》《月半
小夜曲》等熟悉的旋律，香港乐坛、影
坛黄金时代的经典之作成为整场音乐
会的“流量密码”，让 70 后、80 后
乃至于 90 后都有共情、有回忆，
几代人共看同一代晚会的奇
特体验由此诞生。
其中，久违的王菲登台献

唱主题歌《湾》。歌曲由王平
久作词、常石磊作曲，借鉴了
广东传统童谣《月光光》的歌
词“月光光，照地堂”，粤语歌
词唯美动听，描绘了“天祥地
和”“夜借渔火”的安宁闲适，
“岸起暖心窝”“圆满万家
灯火”的幸福美满，“多
少朝朝暮暮，万千
里；欲乘长风，挂帆
追”的豪情壮阔。

而在金曲编
排上，“六公主”
也以大手笔搭配
出华丽阵容———
一首《东方之珠》

汇聚了黄晓明、姚晨、刘

烨、杜江、张小斐、井柏然、华晨宇、魏大
勋、林允、范丞丞、容祖儿、王嘉尔、蔡卓
妍、钟欣潼、赵雅芝、郑希怡、刘恺威、丁
子峻、恬妞、杨丞琳、王耀庆等 21 位艺
人，每个人分到的词都不多，但团圆美满
之意却是实打实的。
陈小春、张智霖、谢天华、梁汉文、

林晓峰等“大湾区哥哥”携手带来《真
的汉子》，“从来都是你用诚意，银幕献
上一生不质疑。做个真的汉子，燃烧心
中钢铁心智”致敬已故导演陈木胜。音
乐声中，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在录像厅
追港片的日子，还有对众多离开我们的
电影人的追思和回忆。
谭咏麟、林子祥更可谓是宝刀不

老，一个领衔《朋友》，一个带来代表作
《敢爱敢做》，连台下的明星都忍不住
合唱。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频道还充分发

挥了特长，每个篇章的切换都有一段经
典影片的混剪。《胭脂扣》《大话西游》
《花样年华》《警察故事》《甜蜜蜜》
……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一段让
人回味的光影。
主持串场中，邓超、谢霆锋两位

“跨界主持人”也随时秀出演技，两人
“神还原”麦兜故事的名场面叫人忍俊
不禁。

央视总台中秋晚会

浩瀚的浪漫
“太美了，隔着屏幕都能身临其

境。”央视总台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在
昨晚播出的总台中秋晚会中，畅游星空
的浪漫成功抓住了观众的心。

其中，中秋晚会与神舟十二号航天
员的梦幻联动最叫人心动：中秋前夕，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飞行乘组成功着
陆，三位航天员在太空拍下的月亮图片
随之登上今年的总台中秋晚会。这不
仅彰显了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也是中
国航天人首次通过中秋晚会送来的中
秋祝福。
配合着这组照片，中秋晚会还充分

利用棚拍、威亚等手段，让演唱者周深
化身宇航员致敬航天英雄，一曲《繁星
璀璨的天空》道尽了人类对宇宙星空
的浪漫追求。
当然，深谙观众心理的总台也没有

错过对传统文化的开掘：刘诗诗、井柏
然身着复原的宋代服饰，带来唯美的
《但愿人长久》。

而观众缘极佳的 “央视
BOYS” 更以一曲 《平凡之
路》，道尽了人生路上的不
平凡。
当然，更燃的场面

当属吕思清、欧阳娜
娜和凉山交响乐团
全新演绎的《觉醒
年代》。据悉，为了
呈现短短几分钟的
精彩，外拍摄制组
分别赶赴月亮湖湿
地公园、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以及听涛小镇
的谷剧场等三个场地进
行了取景拍摄。荡气回肠
的场面，让人感念过去又
寄望将来。

情怀＆唯美
两台中秋晚会让你情不自禁唱起来

晨报记者 曾索狄

9月 21 日晚，多台中秋晚会同期上演，社交网络上相关热搜络绎不绝，你的遥控器选择了谁？
从微博等社交网络的情况看，电影频道“湾区升明月”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央视总台中秋晚会两

台晚会热度最高，相关讨论络绎不绝。
收视表现上看，CSM 全国网、CSM35 城、CSM52 城和酷云实时的收视率数据均显示， 央视总台中秋晚

会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当晚同时段收视率的冠军。 尤其根据酷云实时数据，央视中秋晚会的市场占有率最高
达到了 50%左右。

两台晚会到底强在那儿？ 有哪些值得回看的名场面？ 重点我们都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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