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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而战》首战打响
“战术大导”何炅放大招

姚贝娜父亲：

“姚贝娜”星是我的寄托
本报讯 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姚贝

今晚 8：30，江苏卫视明星夫妻博弈挑战秀 《为她而
战 》，首战即将打响 ！ 陆毅 、鲍蕾 ，张晋 、蔡少芬 ，李湘 、王
岳伦 ，何建泽 、陶昕然 ，四对明星夫妻集结对垒 。 何炅神
秘使命终于曝光 ，现场顽皮改名 “战术大导 ”。

何老师

变身“战术大导”

何炅加盟《为她而战》的消息曾一石激起千层
浪，节目首期来袭，何老师终于揭开神秘面纱，特殊
职能首度曝光！“老师、主持人、演员……”李好把头
衔一一列举，一旁的何炅表情搞怪忙补充：“歌手、畅
销书作家。”何氏幽默瞬间暖起现场气氛。新晋导演、
老板，这次何老师的身份再添一重：信心主判官！而
何老师却大喊：刚熟悉导演身份，“当官”压力大，现
—“战术大导”！
场为自己更名——
比赛分为博弈环节与挑战环节，博弈中四位老
婆要凭借对老公的了解，在“战术大导”何老师的统
领下，将对老公的信任转化成分数，作为手上的砝码
“下注开赌”！而博弈下注是个技术活，信心分过高可
能把老公逼到绝境，甚至一败涂地;信心分过低，则
会直接失去游戏资格！
第一轮号称“绝不放手”，老公化身“蜘蛛侠”，倒
吊在空中双手拉住老婆，由女星下注决定挑战坚持
时长。老婆们的体型，老公们的体能都将成为影响胜
败的关键因素。

何炅

秀智商 记忆游戏“逼疯”明星

何炅导演处女作杀青

一辆模拟地铁塞满 150人——
—密度超越新街
口站的“为她而站”重磅登场！丈夫们一次次穿越拥
挤的“地铁”，帮助妻子听记七个关键词。妻子们的记
忆力不仅关系到老公的命运，一旦出错就会遭受电
话亭喷雾！越看丈夫受苦，心理越紧张，记忆越混乱！
被派上阵的鲍蕾、陶昕然简直被“逼疯”，先后秀起智
商下限，急坏大家。
节目中迎来中国电
李湘 、王岳伦 视史上最短的挑战——
—
“英雄救美”！老公
全副武装极速抢拍
前方开关，获胜方
的明星老婆免于水
球破裂惩罚。从开
始到结束，全程仅
两秒！何炅卖关子：
“这项挑战跟脑力
没有关系，跟体力
也没有关系。”

李易峰出演男一号

主持人何炅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栀子花开》已
杀青，定于今年 7月 10日暑期档正式上映。
片中，人气偶像李易峰首次在电影里挑大梁
任男一号，扮演大学学长兼乐队主唱许诺。
在《栀子花开》发布会上，导演何炅大赞李易
峰演戏很细腻，没有偶像包袱。李易峰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虽然紧张，但多给自己鼓励，把当下
做好才是青春该做的事。
电影《栀子花开》以大学校园为背景，讲述了
几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追求梦想、追求爱情的故
事。李易峰在片中扮演大学学长许诺，同时也是乐
队的主唱。
对于音乐的戏份，李易峰并不担心，
“我演乐
队主唱并没有什么难度，毕竟自己也是玩音乐的。”
谈及大学戏份，李易峰坦陈很过瘾，
“这部影片让我
重温了学生生活，兄弟情、恋爱演起来都很过瘾。”
一同亮相的除了李易峰，还有蒋劲夫、魏大
勋、杜天皓、张云龙、柴格、王佑硕等几位小鲜肉。
面对几位兄弟，李易峰还不忘自嘲，
“以前我到哪
都是年纪小的，这次吃开机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
的年纪是最大的，我要学着像大哥哥一样沉稳。”
出道八年，李易峰获得了极高人气，但身边也
不乏出现更多新鲜的 90后人气明星，对此，李易
峰并没有太多压力，他表示，“与其沉浸在担心恐
惧害怕这种情绪当中，不如把自己当下的事情做
好，多给自己鼓励，这才是当下青春应该做的事
情。”而何炅对于李易峰的努力是看在眼里的，他
向大银幕导演推荐李易峰，称其“很擅长用微表情
讲故事，并且表现很沉稳。我认为他非常适合做大
银幕的演员。”
除了《栀子花开》，李易峰也在管虎导演的《老
炮儿》中饰演一个重要角色，谈及将来是否会拓宽
戏路、多元化发展，李易峰表示，顺势而为，到了什
么样的阶段就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事情。

【荧屏“生态”】
张晋 、蔡少芬
4 月份起有超过 20 档节目
与观众见面 。
东方卫视 《花样姐姐 》 邀请
了宋茜 、林志玲 、 徐帆 、王琳 、奚
美娟等明星 ， 湖南卫视同类型
节目 《花儿与少年 2》，除了邀请
杨洋 、 陈意涵 、 郑爽等偶像外 ，
更有网友爆出孙俪也将加入 ，
竞争更加白热化 。 此外 ，东方卫
视喜剧节目 《 欢乐喜剧人 》， 浙
江卫视 《 我看你有戏 》 和 《 奔跑

选手和鲁豫

综艺节目
20 多档同期厮杀

吧兄弟 》， 央视的 《 校花与学
神 》， 江苏卫视的 《 为她而战 》、
《 世界青年说 》， 湖南卫视 《 真正
男子汉 》等都将在同期开播 。
如此多的节目上马 ， 也改
变了综艺节目扎堆周末的传统
格局 。 原先电视台的综艺节目
主要是安排在周五 、 周六这两
天 ，从 4 月开始 ， 综艺节目已经
不局限在周末 ， 而是一周 7 天
每天都有 。 据悉 ，除了 《 真正男

子汉 》、《 奔跑吧兄弟 2》、《 前往
世界的尽头 》 继续在周五晚混
战外 ，周六 、周日晚上的竞争也
相当惨烈 ， 江苏卫视明星婚恋
真人秀 《 我们相爱吧 》、 东方卫
视的 《花样姐姐 》将形成周日同
时段竞争之势 ；湖南卫视的 《 花
儿与少年 2》 与浙江卫视 《 爸爸
回来了 2》 则在周六狭路相逢 。
同时 《非首脑会谈 》、《 我们都爱
笑 》等则集中在周一到周四档 。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醉美系列——
—山水桂林、七彩贵州

娜”星。姚贝娜的父亲、作曲家姚峰表示，
感恩每一位心疼姚贝娜的人，“‘姚贝娜’
星，是我的一种精神寄托。”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发布的公
告显示，第 41981号小行星被命名为
“姚贝娜”(Yaobeina)，这颗小行星由香
港天文学会会长、天文爱好者杨光宇在
2000年 12月 28日发现。该命名信息
显示，“ 姚贝娜(1981-2015)，一位才华
横溢又充满勇气的中国女歌手，曾因在
流行音乐方面的成就屡获奖项。她有一
首著名的歌叫做《心火》，讲述的是她与
癌症抗争的故事。不幸离世后，她捐献出
了自己的眼角膜。”
姚峰表示，一开始听说这个消息，以
为是假的。“站在父亲的立场上，我只能
说谢谢。这是人们对贝娜的认同和追思。
喜欢贝娜的人都是她的亲人，心疼贝娜
的人，都是我要感恩的人。”
这颗第 41981号小行星，是他的一
种精神寄托。姚父说，“恰好把 1981送
给她，贝娜就是 1981年出生的。”借用
姚贝娜的“教父”、剧作家唐跃生的一首
词，姚峰说，“有个女儿好比拥有许多自
己，你代替我去穿越苍穹天宇;如果有一
天回到我身边，请全世界暂时离开你。”

陈赫：
说声抱歉
本报讯 昨天，《奔跑吧兄弟》第二

季开播发布会在广州举行。在群访时陈
赫主动向媒体鞠躬致歉，并表示，“前段
时间因为我的事给大家添麻烦了，在这
里说声抱歉。”随后说道：“人都在长大
嘛，不管怎样，希望能更好地去工作。”今
年初，有消息称陈赫出轨。

《演说家》女选手撞脸鲁豫

还真是像！

本报讯“我就是冲着
金星导师来的，因为我妈特
别爱她，我妈是广场舞老
大。”在安徽卫视播出的《超
级演说家》中，一位登台选
手在对金星“表白”时说出
的话让不少观众惊呼。
作为超演第三季中的
“金句王”，金星继续奉献带有她
犀利风格的“醒世金句”。如告诫
女生：
“如果男人和你谈恋爱，谈
了六七年还不求婚，赶紧分手。
那就是耗着，但还没找到好的下家。”
前两季的“毒舌导师”乐嘉显然也有
些招架不住“麻辣导师”金星。在其哽咽
着夸选手“讲得好”后，金星告诫选手：
“你千万别学乐嘉的语气，乐嘉做了三季
导师之后有点假了，有点喊口号了。”之
后更直接对乐嘉说：“你说点人话。”令乐
嘉无言以对。
窦文涛、鲁豫在本期节目中不断“抢
镜”。窦文涛在节目现场当场教鲁豫撒
娇，并指示她对自己撒娇，令金星都看不
下去，直呼要将他“一脚踹出去”。不过鲁
豫却毫不在意，在之后窦文涛笨拙学习
—叠杯时，她还大声表
手上极限运动——
白：“你真聪明文涛，我爱你”，甜翻全场。
之后窦文涛更直呼鲁豫是他“主子”。

中国国旅（江苏）扬州分公司独家推出

桂林漓江、 象鼻山、 贵州黄果树瀑 德法意瑞奥，11天游 5国，
、单飞单卧七日游
布、西江千户苗寨
就是这么任性！
扬州起止 全程导游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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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20 日仅此一班 （报名及赠送价值 90 元的高邮乡村一日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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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程特色：此线路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一次行程，游览桂林山水，贵州黄果树大瀑
布，西江千户苗寨。
2.扬州起止，大巴机场接送，全程我社
优秀导游带队，当地金牌导游服务。
3.行程轻松，不紧张，全程无购物店，放
心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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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啦！春
天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也是一个让
人全身充满活力的季节，经过一个
漫长的冬天的煎熬，你是不是早就
渴望着找一个地方放飞心情，来一
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由中国国旅
(江苏)扬州分公司推出的德法意瑞
奥9晚11天游，正可以让你梦想
成真。
据中国国旅(江苏)扬州分
公司总经理苏谦介绍，本条线路
性价比极其卓越，11天要去的这
五个国家都是欧洲著名的旅游
目的地，而所安排的景点也都是
这些国家最著名的景点米兰大教

堂，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规 此条线路首站德国，接下来法国、
模雄踞世界第二;还有海德堡城 瑞士、意大利，懂地理的人都知
堡、香榭丽舍大道、狮子纪念碑、卡 道，全程没有回头路，将让游客有
贝尔桥、新天鹅堡、黄金屋顶、叹息 更多的时间用于游览，同时，也将
桥、圣马可大教堂、PALAZZO 减少舟车劳顿对游客体力的损
ROTA水晶博物馆、花之圣母教 耗。
堂、乔托钟楼、斯卡拉歌剧院……
怎么样，心动了吗？心动就赶
以上这些景点，在你的一生中，能 快报名吧，5月 10日是母亲节，6
去其中一个地方，已属幸运;而今 月 21日是父亲节，你也可以将
天，我们却能把这些景点一次看个 它作为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另
够，这不仅是幸运，更是幸福！ 外，苏总最后提醒，首发团名额
苏总还介绍，此条线路首发 只有 40人，可以说机会极其难
团为 5月 21日出发，5月也正是 得，另外还要空出两周的时间，
到欧洲旅游最好的季节，气候适 用于为各位游客办理护照、签
宜，人的心情会更加舒畅;另外， 证，所以，报名请趁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