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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春晚节目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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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有哪些好看的节目！
2019 年己亥猪年央视春晚
已进入倒计时阶段袁 最新透露的
部分节目单中袁 至少包含有 10
大看点袁猪元素尧改革开放 40 周
年尧百家姓尧新国风歌曲尧中国农
民丰收节尧年度网络流行语尧迎澳
门回归 20 周年等中华传统文化
元 素 和 2018 年 尧2019 年 重 大
时事热点均有所涉及袁野上应天
时袁 下接地气冶遥 渊以下节目单仅
供参考袁 最终完整节目单及播放
顺序以除夕春晚当天播出为准冤
1、开场歌舞《欢天喜地中国
年》 表演：赵丽颖、冯绍峰、唐
嫣、罗晋、林心如、霍建华、杨颖、
黄晓明、玖月奇迹、四川大学艺
术学院舞蹈系
2、经典版“猪八戒”和“高翠
兰”向海内外华人观众集体大拜
年 表演：马德华、崔景富、黎耀
祥、臧金生、谢宁、徐峥、吴孟达、
魏慧丽
小沈阳、莫小凤、
《西
3、新国风歌曲《李清照》
施》 演唱：周杰伦、申霏霏、霍
尊、晏菲、方锦龙、张云雷、李袁
杰、张碧晨、SNH48、二十四桥明
月夜乐队
4、魔术+书画《钟馗送猪福》
沙慧
表演：
刘谦、林跃平、
《王》
5、百家姓歌曲 《李》
《黄》
《孔》 演唱：
《张》
《陈》
《杨》
李克勤、王力宏、张杰、陈思思、
杨幂、黄子韬、孔东东、空军蓝天
幼儿艺术团
6、歌曲《南湖天著》 表演：
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
岳阳江河南湖天著艺术团
7、相声《学诗词》 表演：冯
巩、
贾旭明
8、歌曲《相思成语》 演唱：
王菲

9、歌曲《文艺男青年之歌》
演唱：李彦宏、马化腾、马云、张
朝阳、雷军、李健、TFBOYS、陈伟
霆、邓伦、胡歌、靳东、吴磊、毛不
易、
蔡徐坤、赵雷
10、口技《寻声问路》 表演：
吉利、张宇识
11、歌曲《遇见旗袍》 表演：
李玉刚、张曼玉、苏州吴江旗袍
小镇艺术团
12、歌舞《湘女秀》 表演：骆
素美、李慧、范梅霞、段双燕、程
维、彭海燕、熊钰清、朱欣旭、莫
卢敏、伍蓉、周丽辉、湖南湘女秀
艺术团、
郴州素美艺术团
13、诗歌《中国农民丰收节
赋》 朗诵：朱之文、徐桂花（草帽
姐）、旭日阳刚、梁武钦、吕陈胜、
蒋慕平、危勇
14、歌曲《药神之歌》 演唱：
黄超
宁浩、文牧野、
15、歌舞《烟雨凤凰》 表演：
阿朵、亚伦帝尼、汤若琪、天下凤
凰艺术团
16、相声《吃饺子》 表演：陈
佩斯、朱时茂
17、戏曲《春暖花开》 演唱：
于 魁 智 、小 香 玉 、舒 锦 霞 、王 子
歌、
孙霄磊等

18、武术《壮美河山》 表演：
河南少林塔沟武术学校、山东莱
州中华武校
19、歌舞《卡路里》 表演：火
箭少女 101、钱正昊、石靖怡、邓
朝娣
20、小品《杠精》 崔永元、赵
本山、
宋丹丹、张一一、闫学晶
21、相声《家风》 岳云鹏、孙
柳岩、王宝强
越、郭麒麟、
大鹏、
22、歌曲《改革之路》 演唱：
申晓辉
杨臣刚、
23、歌曲 《内蒙》 演唱：韩
磊、德德玛、腾格尔、乌兰图雅、
云飞、
李昊城
24、相声《过年》 表演：杨少
华、潘长江
25、歌曲《女书组歌》 演唱：
李 雨 儿 、张 靓 颖 、孙 扬 杰 、于 浩
宸、极泷
26、歌曲《创业者》 表演：韩
磊、聂安仙其、施科升、肖森舟、
戴世娜
27、小品《农村好声音》 表
牛莉、十木吉
演：冯巩、林永健、
《任逍
28、歌曲《铁血丹心》
遥》
《归去来》 演唱：甄妮、任贤
齐、胡兵

魏源
国际
优惠活动（一）
1尧餐标不限底价曰

2尧免费提供酒店活动舞台曰
3尧提供酒店音响设备支持曰
4尧特别印制宴会菜单曰
5尧免费打印席位卡曰
6尧免费制作会场指示牌曰
7尧免费制作电子屏欢迎横幅遥

礼遇

2019 春节期间
这些电影上映
每年的春节档电影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2019 年将会有哪些电影上映？谁又是 2019
年的票房黑马呢？
叶新喜剧之王曳 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
周星驰最新执导作品 《新喜剧之王》。2018
年 11 月 29 日晚，电影《新喜剧之王》官方
正式发布先导海报，宣布影片定档 2019 大
年初一。
叶飞驰人生曳 剧情介绍：曾经在赛车
界叱咤风云、如今却只能经营炒饭大排档的
在职业生涯的尾
赛车手张驰决定重返车坛，
他想聚齐昔日的搭
声挑战年轻一代的天才，
档们，召唤神龙，
再现光辉岁月，不料却遭现
实狠狠打脸，状况百出。在这场还得从考驾
照开始的复出之路上，究竟会有多少意料之
外的窘境等待着这位过气车神？
叶疯狂的外星人曳 剧情介绍：耿浩渊黄
渤 饰冤与一心想发大财的好兄弟大飞渊沈腾
饰冤，经营着各自惨淡的“事业”，然而“天外
来客”的意外降临，打破了二人平静又拮据
“哼哈二将”
的生活。神秘的西方力量也派出
在全球搜查外星人行踪。啼笑皆非的跨物种
，在中国某海边城
对决，别开生面的“星战”
市激情上演。
叶小猪佩奇过大年曳 剧情介绍：讲述汤
圆、
饺子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
里。除夕这天，爷爷、奶奶、
姥姥、
姥爷与他们
相聚。大家体验了传统习俗，经历了很多意
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和佩奇乔治一样，每经
历一件事情，就会让他们更加热爱彼此，热
爱家人，
热爱生活。
叶狐踪谍影曳 剧情介绍：该片讲述的是
中国驻海外某国一公司董事长的女儿遭绑
退伍
架，
被索要巨额赎金。该公司安保队长、
军人肖剑，为弥补自己的失职过错，维护国
人尊严，协助该国警官莫泰历经艰险，消灭
了恐怖分子，救出了同胞的感人故事。这是
里面的故事情节
中国第一部反恐题材电影，
和战斗场面都值得期待。
叶八仙之各显神通曳 剧情介绍：当年的
修仙天才现在颓废的扫地工铁拐李得到了
一个有再次成仙机会的秘密任务，他找到了
七个废柴一同上路，但完成任务的他们却令
他们必须为挽回错
天庭陷入更大危机之中，
误再次踏上征程。

省心的服务 省心的价格
销售一对一全程跟进
给您带来一个别开生面的年会之旅
完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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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活动（二）
1尧会议餐满十桌送一桌曰

2尧会议餐 5 桌以上每席赠红酒 1 瓶尧饮料 2 瓶曰
3尧提前 20 天交定金袁厨师长特别赠送凉菜 2 份曰
4尧会议用房满十送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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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期：即日起至 1 月 31 日
咨询电话：15869871777（赵经理）

预订热线：0739-5366666（前台）、5377777（餐饮）、5655555（足浴）
阴社址院湖南邵阳市宝庆西路广电中心四楼

地址：邵阳市大祥区火车南站魏源广场西侧

邮编院422000 电话院0739-5317949 订价院120 元/年

零售院员.5 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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