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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央视春晚节目单来啦！
你最期待哪一个？

节目单
1. 开场舞蹈《春海》

领舞：王倩、宋玉龙、李响、敖
定雯、李荣志、林清景等

表演：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南宁市艺术
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市歌舞团等

2. 舞蹈《百狮报喜贺新春》
领舞：刘迦
表演：佛山市南海区比麟堂、中

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西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
院、中国电信武汉艺术团、中国邮政
艺术团等

3. 相声《妙言趣语》
表演：岳云鹏、孙越

4. 歌舞《中国喜事》
演唱：凤凰传奇、钟汉良、迪丽

热巴、张艺兴、周冬雨

5. 创意表演《青春跃起来》
表演：李易峰、朱一龙
扣篮酷王团队（斯洛文尼亚）、

重力领主花式扣篮团队（匈牙利）、
中国 JS 花式篮球蹦床扣篮表演队、
延安 STC 舞蹈工作室、华东师范大
学全明星健美操啦啦操队、浙江稠州
蕞红啦啦队

6. 小品《站台》
表演：尚大庆、李文启、黄晓

娟、佟大为、杨紫、王自健、孙茜、
李闯

7. 歌舞《妈，我回来啦》
演唱：容祖儿、林志炫、沙宝

亮、涵子

8. 歌舞《请茶歌》
演唱：刘涛、黄晓明

9. 歌舞《映山红》
演唱：吉克隽逸

10. 朗诵《可爱的中国》
表演：刘劲、刘佩琦、李光洁

11. 歌舞《新的天地》
演唱：郁可唯、平安、喻越越

12. 戏曲《锦绣梨园》
表演：闫巍、袁慧琴、金不换、

谈元、赵媛媛、陈雪萍、曾小敏、孟
广禄、王珮瑜、胡文阁及少儿群体
等、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

13. 小品《办公室的故事》
表演：闫妮、周一围、吴海龙、

张维威、沈月、李栋、李佳旭

14. 歌舞《时间的远方》
演唱：孙楠、张杰
表演：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

院

15. 武术《少林魂》
表演：河南少林塔沟武校

16. 小品《“儿子”来了》
表演：葛优、蔡明、潘长江、乔

杉、翟天临、郭晓小

17. 歌舞《我们都是追梦人》
演唱：秦岚、江疏影、景甜、王

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吴磊

18. 魔术《魔壶》
表演：刘谦

19. 小品《占位子》
表演：沈腾、马丽、艾伦、常

远、魏翔

20. 歌舞《找朋友》
表演：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东

莞市长安镇中心幼儿园、贵州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等

21. 歌舞《今夜无眠》
演唱：费玉清、陈慧琳

22. 小品《演戏给你看》
表演：孙涛、林永健、句号

23. 歌舞《雪花赋》
演唱：杨宗纬、杨颖

24. 歌舞《时代号子》
演唱：刘烨、白宇

25. 舞蹈《敦煌飞天》
领舞：鲁娜、邱芸庭、王济禹

等
表演：中央芭蕾舞团、北京舞

蹈学院芭蕾舞系

26. 歌舞《我和我的祖国》
演唱：郭淑珍、李光羲、胡松

华、刘秉义、于淑珍、杨洪基、德
德玛、关牧村、张英席、金婷婷、
霍勇、周晓琳、钟丽燕、夏利奥

27. 小品《啼笑皆非》
表演：贾玲、张小斐、许君聪

28. 歌舞《我奋斗 我幸福》
演唱：成龙、陈伟霆、邓伦
表演：捌拍未来艺术中心

29. 歌舞《幸福中国一起走》
表演：张也、吕继宏

30. 【特别设计】
（一）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

模拜年
（二）“英雄航班”川航

3U8633 机组

31. 歌舞《点赞新时代》
演唱：乌兰图雅、师鹏、沙

溢、胡可、云朵、云飞
领舞：张权威、王广成
表演：陕西省艺术馆民间社

团、延安市安塞区民间艺术培训中
心、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馆群众舞
蹈团、海口市群众艺术馆群星舞蹈
团、海口市琼山中学舞蹈团、四川
省广安市前锋区宕渠舞蹈队、北京
市东城区第二文化馆、北京市延庆
区文化馆舞蹈团、山东省招远市实
验幼儿园金娃艺术团

32. 歌舞《青春畅想》
演唱：韩雪、关晓彤、王嘉、

魏大勋、台风少年团

33. 歌舞《朋友》
演唱：周华健、任贤齐
钢琴演奏：郎朗

34. 歌舞《和祖国在一起》
演唱：雷佳、韩磊

35. 歌舞《同心共筑中国梦》
演唱：曹芙嘉、弦子、阿云

嘎、聚来提、昂萨
领舞：冯敬雅、热希丹、索朗

群旦、赛博渊、黄海芸、梅郎、李
俊霖、太永春、朱建民

36. 杂技《争奇斗技》
表演：河南省杂技集团、济南

杂技团、广西杂技团、大连战士红
星艺术团、宜宾市杂技团、沧州杂
技团高红星、纪咏勋

37. 特别设计《绽放》
表演：林志玲、武汉汉秀艺术

团、湖北省体育局花样游泳队、湖
南省体育局花样游泳队、辽宁芭蕾
舞团

38. 小品《爱的代驾》
表演：郭冬临、邵峰

39. 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
演唱：于毅、扎西平措、傲日

其愣

40. 舞蹈《英姿》
领舞：李祎然、王家鑫、胡图

兰
表演：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
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省艺术职业学院

41. 结尾歌舞《难忘今宵》
演唱：李谷一、刘和刚、王

莉、汤非

据新华社、央广

2月3日，2019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节目单正式公布。今年春晚共41个节
目，其中葛优将首次亮相春晚舞台，李
谷一仍将压轴演唱《难忘今宵》，而
“英雄航班”川航 3U8633 机组也将现
身春晚现场。

歌舞类节目大胆创新

今年歌舞类节目大胆创新，其中歌
曲节目分为中国梦歌曲、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歌曲、经典老歌、年味歌
曲，以及健康向上的美声、民族、流行
歌曲等类别。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是大家耳熟
能详的曲目，今年春晚这首歌也将以歌
舞形式呈现。参与演唱的有郭淑珍、李
光羲、胡松华、刘秉义、于淑珍、杨洪
基、德德玛、关牧村、廖昌永、霍勇、

金婷婷、张英席、周晓琳等。
历年春晚的压轴歌曲《难忘今宵》

今年依旧出现在节目单中。从 1984 年
起，这首歌已经在春晚唱响了三十多
次。记者注意到，李谷一仍将参与演唱
这首经典歌曲。

年轻演员方面，“加油男孩”组合
王俊凯、易烊千玺、王源将参与演唱歌
曲《我们都是追梦人》，这已经是他们
第四次登上春晚舞台。

舞蹈方面则汇集了年俗舞蹈、广场
舞、芭蕾舞、街舞、少儿舞蹈等多种舞
蹈形态。

语言类节目紧扣民生

热点

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历来在春
晚舞台上最受期待和关注。记者注意

到，今年春晚的相声、小品达 8
个。

从节目单来看，今年央视春晚语
言类节目紧扣民生热点。除了讲述人
与人之间的诚信交往、消费者与服务
者的互相理解，还将揭露市场诈骗，
鞭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力求用
幽默的桥段、创新的方式呈现社会热
点。

其中，著名演员葛优将首次亮相
春晚，搭档蔡明、潘长江、翟天临表
演小品《“儿子”来了》，对诈骗等
违法行为给予曝光拆穿；小品《演戏
给你看》则鞭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不良作风，展示基层反腐成果。

此外，《占位子》、《爱的代
驾》、《办公室的故事》将分别聚焦
大家关心的教育问题、创业话题以及
职场问题。

刘谦携新魔术回归

“英雄航班”机组

将登台
今年春晚，刘谦也将带来魔术

《魔壶》。节目组此前透露，魔术师
将通过贴近生活的日常物品，用“小
而美”的表演展现魔术精彩，同时也
传达出团圆喜庆、两岸一家亲的美好
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英雄航班”川
航 3U8633 机组将现身春晚现场。在
春晚的现场，他们将说些什么？我们
拭目以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19 年春
节联欢晚会》于 2 月 4 日 20：00 播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