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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TVB男
演员郑嘉颖日前亲口证实将不再继
续接拍《 步步惊心2》，吴奇隆和刘
诗诗则已经确认加盟，“ 原班人马”
重聚梦想就此破灭。虽然郑嘉颖自
己解释是因为档期冲突，但却有爆
料称是另有内幕。

凭借《 步步惊心》在内地大红
大紫的郑嘉颖，原本在内地并无太
大名声。此前，《 步步惊心2》传出正
在筹备的消息后，原班人马的重聚

便成为粉丝们最期待的事，继吴奇
隆和刘诗诗确认续演后，郑嘉颖曾
表示要看档期。不过，日前他终于松
口透露，档期实在无法调整，只能被
逼无奈辞演该剧。

据悉，原本《 步步惊心2》是定
于去年12月份开拍，但由于剧本修
改，改到今年3月初才开拍。郑嘉颖
坦言：“ 我接了另一部内地电视剧在
2月开镜，撞期我也没办法，非常可
惜。”但同时，他也透露，吴奇隆、刘

诗诗已确定会出演《 步步惊心2》，
他相信有这两位顶梁柱撑着，收视
和效果一定没问题，他也戏言，如果
有好玩的角色，自己愿意客串。

郑嘉颖在之前曾表示，2013年的
工作重心将放在大银幕上，在下半年
会计划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而对于
他退出《 步步惊心2》导致“ 铁三角”
三缺一，粉丝们颇感失落。

在粉丝的一片哀怨声中，辞演
风波还没消停。有爆料称，郑嘉颖辞

演《 步步惊心2》的真正原因是TVB
与唐人影视在片酬上没有谈拢，爆
料人更是言之凿凿地列出了三大原
因：一是剧本戏份太少，二是薪酬没
谈拢，三是与四爷不和。

有网友称，郑嘉颖在微博上与
“ 十四” 林更新等倒是互动颇多，但

和“ 四爷”吴奇隆基本没有互动，也
由此猜测两人关系并不很好，有互相
别苗头之嫌，这也是让郑嘉颖在吴奇
隆确认加盟后宣布退出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早在引入评论员形式
之前，观众对于《 新闻联播》在内容
上“ 变脸”就已经感觉到了“ 清新之
风”，报道社会民生类比例的新闻明
显增多了。

首先是关于桂林文氏四兄弟寻
母的故事的报道引起了热议，不仅在
节目中播出并且在新闻后还登了寻

人启事。
而它走遍大街小巷询问普通民

众的“ 你幸福吗”的策划也掀起了讨
论的狂潮。虽然被有些网友戏言，

“ 你幸福吗？”，“ 我姓福”，但是大多
数人仍会认真回答，有觉得幸福的是
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有觉得不幸
福的是因为物价涨得比工资还快。

而其对航母“ style”网络走红事
件、雾霾天气、电影《 人再囧途之泰
囧》火爆的原因、问题鱼翅、关爱失
忆失能老人、寻找最美乡村医生、最
美乡村女教师以及讨薪日记的报
道，让观众们觉得新闻联播“ 更加贴
近百姓的诉求”，一改往日“ 高高在
上的冷艳”而变得“ 温柔体贴”。

“ 八爷”郑嘉颖退出《 步步惊心2》
据称因片酬没谈拢，并与吴奇隆不和

头条新闻聚焦乡村女教师、
重头新闻瞄准民生⋯⋯你看你
看，央视《 新闻联播》的“ 脸”偷
偷地在改变。近来，央视的各种
节目正在“ 变脸”，《 焦点访谈》
引入了评论员，《 新闻联播》也一
改以往“ 高贵冷艳”形象，引入评
论员，让观众们耳目一新。

本报记者 林艳雯

1月19日凌晨，来自中国传媒大
学的王音棋以实习主播身份坐上央
视《 新闻直播间》的主播台，其清纯
干净的外貌瞬间引起网友热议，更
认为其外形酷似刘亦菲，又有点像
刘诗诗。

继最帅男主播胡悦鑫亮相之
后，又一气质主播的亮相把主播们
推向风口浪尖。网友对央视大走“ 偶
像派”的路线拍手叫好，但也有冷静
的网友认为“ 皮相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业务能力是否合格”。

据悉，当初除了央视以外，有多家
媒体曾对王音棋发出邀请，但最后，她
听从了老师的意见，留在央视这个更
具“ 挑战性”的平台实习。在19日凌晨
一小时的播报中，王音棋的表现可圈
可点。有的网友说她“ 落落大方”，有
的网友则评价“ 没看出什么紧张情绪，
也没什么错误，挺不错的”。

记者 林艳雯 李敏镐做客星尚
因为美食爱中国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因韩剧
《 城市猎人》 一炮而红的韩星李敏

镐，近来在中国活动频繁。此前参与
由星尚传媒主办的第12届《 星尚大
典》 的同时，他还做客了星尚频道

《 对话优雅》节目，大谈了自己未来
的工作计划和对中国的喜爱，这位腼
腆大男孩说起中国美食来竟然滔滔
不绝。据悉，该期节目将于今晚播出。

虽然不会说中文，但李敏镐坦
言，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 以后也
会经常来。”而对于中国的“ 饮食文
化”，他更是情有独钟，“ 尤其喜欢北
京烤鸭。”节目中，他反复强调了三
遍“ 北京烤鸭”，直言自己是个肉食
主义的吃货。“ 我很爱吃肉，又爱吃
辣的，所以火锅也很不错！”

王志飞感慨
婚姻“ 信任难”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纵观2013
年的电视荧屏，当代婚姻家庭为背景
的剧仍是主打，而随着同类型作品数
量的增多以及观众的审美标准逐渐
提高，如何能在众多优秀的作品当中
脱颖而出也变得难上加难。

在《 我们结婚吧》、《 小两口》、
《 家宴》等具有代表性的情感戏即将

走入观众视野之时，另一部同样打着
年度婚姻情感大戏的电视剧《 婚战》
也即将杀青，加入2013年度电视荧屏
的收视争夺战当中。王志飞等实力派
主演的加盟多了一份期待。

王志飞在《 婚战》中饰演的角色
叫秦文天，是一位银行的高管，为人
正直和善良，也有着让人羡慕的家庭
和工作。可原本和睦美满的婚姻生活
却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而
变得复杂起来。他同下属海兰在工作
中的“ 绯闻”让他困扰于家庭间的矛
盾纠葛；他的热心救人却被社会误解
成见死不救的不良人士。

有过离婚经历、和张歆艺的感情
又闹得沸沸扬扬的王志飞，在拍完

《 婚战》 后感慨：“ 美好的婚姻一定
是由两个相互信任的人组成的，如
果其中有一方不信任，或者另一方
对这种不信任采取了回避或者不解
释的态度，那么这个婚姻就一定会
出现问题。”

王志飞认为，信任是基础，开始
可能是一些细微的小裂痕，可时间长
了就难以复原，最终可能会导致巨大
的爆发和变动。

王志飞拍《 婚战》颇多感受。

前晚，《 新闻联播》又做出了新
突破———首次在节目中增加了直播
连线评论员的环节。其实早在去年，
央视就已经对外透露称，《 新闻联
播》 将改版或新增现场连线和评论
员制度。而前晚评论员杨禹的正式
亮相，更是该节目开播35年来第一
次引入评论员。

在杨禹与郎永淳的连线中，他就

近期社会集中关注的“ 舌尖上的浪
费”问题进行了直播评论，认为刹住浪
费之风，关键从三“ 公”入手：公款、公
务人员和公众。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此举既是“ 意料之外”又是“ 情理之
中”，因为他们已经发现，“《 新闻联
播》在逐渐改变”这一不争的事实。

不仅引入了评论员，观众感觉
播音的语速也加快了。据央视内部

工作人员透露，《 新闻主播》的播报
语速的确在悄然发生变化。刚开始
的时候《 新闻联播》播音速度要求
是每分钟160到180字，上世纪80年
代变成每分钟220到240字，上世纪
90年代后，速度更快了———变成了
每分钟280到300字。而现在，随着信
息量不断增大，播音速度将达到每
分钟320字左右。

形式改版 直播连线评论员

内容改版 内容亲民更接地气

其实早在2009年的时候，《 新
闻联播》的主持人除了固定的李瑞
英、李修平、张宏民等“ 老王牌”以
外，就增加了李梓萌、康辉、海霞、
郭志坚4人。而在2011年，欧阳夏
丹、郎永淳的加盟给《 新闻联播》
带来了年轻的活力，也给观众带来
了新鲜感。

而昨晚，郎永淳更是成为了35
年来第一次在《 新闻联播》直播连
线评论员的主持人。据记者了解，
央视方面对于主持人队伍的扩充
仍在进行中，一直都在高校努力寻
找“ 好苗子”，希望能培养出《 新闻
联播》真正完全的“ 新面孔”，有些

“ 实习生” 先在其他节目磨炼，将

来便可能拉到《 新闻联播》的主播
台来。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这还需要
一段时间，“ 毕竟新人面对这种直播
还是会胆怯，毕竟是全国收视率最
高的节目，需要淡定和稳定。”但无
论如何，这都是《 新闻联播》迈出的
一大步。

阵容改版 主持人队伍再扩大

美女实习主播引关注
像刘亦菲又像刘诗诗

央视《 新闻联播》首次引入评论员，让人耳目一新。 截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