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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exist

本报记者 彭涵

1月30日，除夕夜，央视春晚已经

开始了。全家人吃过团圆饭后，郭洋

子看着电视荧屏中的主持人张国立，
若有所思。与此同时，香港亚洲电视
台的大型贺岁晚会 《ATV 2014人气

自己汗水的女孩。2013年12月27日，

在“通能国际2013中国改革人物颁
奖典礼”中，郭洋子第一次主持大型
财经类活动，却凭借自身的努力与
气质，让这个很“重”的主题显得轻
灵起来；2014年1月11日，在“一样的

情结，不一样的解梦”
《李清照的红

春晚·和谐共融》 也已在亚洲电视本

楼梦》研讨会上，郭洋子对如何把握

港台及亚洲台两个频道，开始同步播

文化类题材也有着精彩表现，令在
场红学界的专家们也不禁赞叹“腹

映。在这个半月前已经完成录影的节
目中，郭洋子以其不同于同龄人的沉
着、知性的气质和优秀主持能力，成

有诗书气自华”
。

为了主持人中的一员，也是亚视春晚

子的主持工作安排得很“满”
。对于

史上的第一位普通话主持人。

这位19岁的姑娘而言，从事自己热
爱的事业，疲倦往往是“后知后觉”

为了张国立的新弟子。而这名中国
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2012届本科

的事。
“我很珍惜每一次的机会。
”谈

班学员，也丝毫没有掩饰对老师的崇

“也许我的心态就像我的长相一样，

拜。
“ 老师特别友善，一点架子也没

有点着急吧。
”
“着急”也令郭洋子对自己的评

2013年的最后一天，郭洋子成

有！”她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而令

从2013年底到今年年初，郭洋

到这里，郭洋子调侃了自己一把，

她更为感动的是，参加亚视春晚录制
后，正为央视春晚进行彩排的张国立

价偏向了苛刻。在 《李清照的红楼

还抽空给她录了一段祝贺视频。

—她
单薄的旗袍主持了整场活动——

“老师在视频中告诉我，一个主
持人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一定要
提升自己。”郭洋子说道，
“ 我深深地
记在心里了。”

梦》研讨会上，感冒中的郭洋子身着
告诉记者，
自己当时的状态并不好。
“念词的感觉有些明显吧。
”郭
洋子想了想，
说道，
“因为稿子在开场
前又大改了一次，所以照本宣科的
意思重了些。
”
无论如何，
她将最终的

亚视春晚史上
首位普通话主持人
郭洋子主持亚视春晚

原因归向了自己。
“这是一场很有文
化底蕴的活动，
我的底气还不够”
。
然而现场嘉宾的赞誉与台下观

1月18日，一众表演嘉宾云集亚

众的热烈反响，还是让郭洋子感到

从
“八面鼓阵除旧岁”
、
“群星驾

词中的地位。
”郭洋子说道，
“所以在

到接新年”及“福将唱红春晚夜”的

总结串词的时候，我就说今天除了

热闹开场，到亚视艺人群角群戏的

李清照的清香令人印象深刻，还有

“世界纪录大挑战”
，再到 《我要上
ATV春晚》 最后五强的参赛者施展

全场弥漫的浓郁书香。
”
郭 洋 子对 这 个 临 场 发 挥 很 满

技艺争夺各项大奖等节目，整台晚

意，
“要不是了解红楼梦与李清照，

—
会喜庆洋溢、同时“港味”十足——

我也不敢主持这样的活动啊。”她哈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面向香港本土市

哈大笑。

洲电视大埔总台，
为《ATV 2014人气
春晚·和谐共融》进行录影。

场的春晚。
在晚会的主持人名单中，郭洋
子位列第三。这位在校大学生向记

开心。
“ 我记得大家热议的有一点，
就是关于‘香’这个载体在李清照的

名师出高徒

—其中影响最
者坦言“压力山大”
——

著名导演冯小刚与郭洋子

郭洋子与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许戈辉

小荷才露尖尖角——
—
主持界新星郭洋子

郭洋子在同龄人中已经显得硕果累

特的文化氛围。
“整场晚会都是以粤语为主，而

累。

主持人当中只有我一人讲的是普通

视春晚的同时，郭洋子的奶奶与姥

农历大年三十那晚，在收看央

话。”
郭洋子说道，
“这也是亚视春晚

—郭
姥拿着IPAD收看了亚视春晚——

第一次添加普通话主持人。”

洋子的表现让老人家格外高兴。
“不

郭洋子告诉记者，自己平时喜
欢的新闻都属于比较“正”的东西，

仅仅是他们，父母看着我的主持时
都很激动。
”郭洋子说道，
“比我都激

这与活动现场主持的风格有很大的

动。
”

不同；
再加上相对陌生的文化氛围、

在郭洋子的个人微博中，赞誉

前辈云集的大舞台，这些客观因素

之词也“扑面而来”
：很多同学好友

让郭洋子不得不担心，在亚视春晚
上会不自觉地“木”起来了。
“确实害

—这
开玩笑地称之为“我的女神”——
让郭洋子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了。

怕主 持时因 为不 懂粤 语而 显得刻
意、
呆板，甚至接不上话”
。

“我才走到哪啊！
”她有些焦急
地跟记者解释道，
“长辈们都在告诫

除了努力，别无他法。就自己负

我，
现在千万不能飘起来，未来的路

责的普通话部分，在彩排之前郭洋
子就做足了功课，对晚会的流程也

还有很长呢。
”
事实上，关注与批评一直如影

基本做到“烂熟于心”。而亚视前辈

随形，
郭洋子同时也收到了潮水般的

的照顾，
最终让郭洋子成功过了
“刻

—“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
质疑——

意”
这一关。

况，有点难受吧。
”郭洋子说道，语气

“彩排的时候，与我搭档的朱慧
珊、刘启贤、秦启维以及五位福将们

中有了些沧桑的味道，
“不过我能扛
得住，
我相信善意的批评都是在告诉

对我特别的友善与关照，跟他们在

我，
自己还不够好，
需要继续努力。
”

一起，
大大减少了我的紧张感，合作

关于这一点，张国立也已经早

起来既轻松又有趣！”
郭洋子表示。

早提醒过自己的弟子。
“初次见面那

对比之前大陆地区的主持经
历，郭洋子最深的感受是：香港的前

天我与老师聊了很多，
”郭洋子说
道，
“他给我传授了许多主持方面的

辈们似乎是“玩着玩着”就把主持工

知识以及如何做好一名主持人。其

作做好了。
“这与大陆那种相对严肃

中有一点就是，面对非议要沉得住

的主持氛围不同，心理上的压力也

气，努力提升自己。
”

不一样。
”郭洋子笑着说：
“我很喜欢
这种轻松的主持风格，以后也会向

在采访的过程中，郭洋子不停
地重复着两个词：
“感恩”与“学习”
。

这个方向努力。
”

很显然，前辈的提携在郭洋子的职

事实上，在香港之行中，亚视的
前辈们同时传授了很多“内行”的东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朱军与郭洋子

作为一名正在读大二的学生，

大的因素，是如何快速适应香港独

业生涯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这个姑娘没有一丝骄狂的情绪。

—由于轻松的心态与“一日千
西——
里”的进步，正式录制也顺利完成。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郭洋子说
道，
“我想，渊博的知识与扎实的基

郭洋 子给自 己这 次表 现的 评价是

础就是
‘根’
。
做好自己就是
‘根’
。”

“比较满意”
。

郭洋子也有自己心目中的“女
神”—杨澜。
——
“ 我觉得杨澜老师是

腹有诗书气自华
对于郭洋子的表现，亚视有着

郭洋子主持《李清照的红楼梦》研讨会

张国立、郭洋子联袂主持第 9 届亚洲品牌盛典启动仪式

个特别有智慧、有内涵的人。
”郭洋
子颇为激动地说道，
“她简直就是智
慧与美貌的化身嘛！我觉得杨澜老

更直接的肯定——
—将其吸纳为旗下

师就是我努力的终极目标。
”

艺人一员。
“很荣幸与亚视签约，成为了亚

郭洋子坦言，目前终极最大的
困境就是急需找到自己的“风格”。

视的艺员！”郭洋子告诉记者，兴奋

“国立老师告诉我，念词谁都会，但

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这也表示我

观众凭什么记住你呢？”郭洋子语

的责任更重了，需要为自己的事业

气坚定地说，
“ 我想未来一段时间，

与梦想付出更多的汗水与努力！”
这是一名勇于尝试、毫不吝啬

自己一 定要 成为 一名‘优 秀而 独
特’的主持人，像杨澜老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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