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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回复

自媒体人的天性是追逐热
点、选择话题，当一个自媒体人
自己成为了热点话题，要么 TA
做错了事，要么 TA 实在太红。
而对于自媒体“咪蒙”而言，这样
的时刻自她的自媒体“咪蒙”上
线一年多以来已经多次出现，这
一次，让她成为热点的是 GQ 中
国杂志的专题长文人物特写。

在这篇人物报道中，毒鸡汤
女王的工作状态和私下形象。令
人惊讶的是，很多人甚至从她事
业沉浮、罹患疾病、保持日更、一

年胖 17 斤，从南都记者马
凌到微信网红咪蒙过程
中，咀嚼出了励志的味
道。

从毒鸡汤女王的故
事中解读出鸡汤味来，
不是这个时代的励志
故事太紧缺，而是由
成功者负责解释一
切合理性的神奇属
性导致。虽然 GQ
中国的这篇报道
标题为《网红，病
人，潮水的一种
方向》，但是很少
有人会认为，标
题中的“病人”是
在指称文章独步
天下、操弄读者情
绪的咪蒙，而更像是
对她喂养 800 万读
者的一种称谓：正
是因为大规模
的 负 面 情 绪
宣泄形成了
“潮水”，才

催得在杂
志 、创
业 、博
客领域
都不火
的 咪
蒙 ，成
为第一

文字自媒体。
作为一名写作者，咪蒙在南

都的时候接受过价值观写作的
职业熏陶，在面对《独唱团》写作
金圣叹时有过写作者的虔诚认
真，但在不温不火很久以后，她
终于投入大众化写作的怀抱，在
传播与意义之间重新摆位，找到
新的平衡点：她写作的出发点变
为讨好读者而不是自己审美趣
味本身。尤其是《致贱人》系列推
送让她尝到流量红利以后，写作
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表演、一场文
字秀、一门生意。

咪蒙既然选择了这条剑走
偏锋——— 以收割普通读者释放
负面情绪来壮大自我的路子，那
么，她所忍受辛苦、遭受到的责
难都是应得的，这和身为第一自
媒体、数十万单篇广告报价这样
的利益反馈一起是自然共生的，
不具备任何情绪鼓动力。从咪蒙
的故事里，我们可以读到钻营、
算计、生意，再正面一些，最多是
努力、勤奋、聪明，但是不应该读
出感动励志来：并不是所有的上
进故事都可以称之为励志。

咪蒙虽然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但她并没有成为标杆，成为
万骨枯上的独存名将：那些步履
踏实、三观端正、商业路线清晰
的优秀内容从业者，早就找到与
这个时代更为合理的连接方式。
流量很重要、传播很重要、讨好
读者很重要，但并不是自媒体写
作的全部。咪蒙式毒鸡汤贩卖并
不是潮水的方向，也不能够改变
潮水的方向。

毒鸡汤虽好喝，喝多了要知
道吐，不然终究会甜腻倒胃；鸡
汤品牌也有很多，但也不要饥不
择食，去选择咪蒙这一碗，把它
当成励志故事先干为敬。咪蒙关
于自己奋斗故事的鸡汤，和她写
给贱人、low 逼那些爆火的文章
一样，依然是毒鸡汤一碗。

今天道

几天前，网络剧《热血长安》
出品方忽然发了官方公告，公开
承认其中第四集抄袭大风刮过
的小说《张公案》中《鬼笔筒》一
节，予以公开道歉，并承诺后续
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妥善处理。
同时，原剧编辑公开发表了道歉
信，在信中承认抄袭，并呼吁社
会尊重版权。由于出品方知错就
改、态度诚恳，引来网友纷纷点
赞，并有网友大方表示，并非“一
集抄袭就毁了一部剧”，对《热血
长安》的制作水平十分看好。

的确，在侵权满天飞、抄袭
蔚然成风的当下娱乐圈里，直面
侵权争议、勇于承担责任的《热
血长安》的出品方和编剧虽然有
错在先，但仍然成为了一股“清
流”，为频频涉事的圈内同仁作
出了一个值得被看好的榜样。

但在侵权之后道歉，抄袭行
为却已经产生。尽管类似下线相
应剧集这样停止侵权的行为，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著作权侵
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著作
权法》的期待不是做错了事道
歉，而是期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做对的事。抄袭涉事者的心
中，除了对法的敬畏，更不能少
的是艺术的良知。不然混成于
正，在普通观众心里变成雷剧和
抄袭的代名词，在业界又能得到
多少尊重？

人们遭遇不公平的事情，总
说希望法律“还自己一个公道”，
可不公道的事情多是人为的，公
道又怎么能都坐等法律这一底
线来“还”呢？ 茶水

很难想象，在过去短短两年
之内，电视荧屏上的综艺节目数
量竟然已经从 215 档井喷至 600
多档。但比大量同质化节目更令
人尴尬的是，大规模的综艺明星
同质化，以及与之并行不悖的综
艺明星片酬激增。

关于明星“天价”电视剧片
酬的讨论尚未结束，与之相似的
综艺明星“天价”片酬再度引发
争议。从价码上来看，综艺节目
和影视作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
及。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超一
线明星拍一季综艺的价格就是
一部电视剧的价格。

而相比于电视剧几个月的
拍摄周期来说，一季综艺节目的
拍摄不会超过三十天，这恐怕足
以解释很多综艺明星虽然未曾
见有什么影视作品，但各大综艺
节目却频频现身的原因了。

可想而知，一档综艺节目的
成本绝大多数都砸给了明星（还
有一大部分支出是海外版权购
买），留给节目制作的预算连零
头都算不上。

遗憾的是，大规模砸钱带来
的并非是百分之百成功，得明星
者得收视率也并不奏效。一档综
艺节目请来的明星的咖位大小
并不和节目收视率成正比，用来
忽悠投资方和上级的收视率数
据主要靠买。

然而，制作方似乎也很绝
望。节目类型同质化背景下，抢
占明星最终成为唯一的战场，在
各大节目组厮杀之下，综艺明星
的片酬水涨船高，这和同样备受
批评的国产影视业如出一辙。

纪如泽

陈乔恩的鞋红了

3 月 19 日艺人陈乔恩在
微博上发出打蟑螂的照片，
还配文表示：“有人说看到蟑
螂都不会尖叫的女人，实在
也是没有女人味，真的吗？我
刚刚看到一只蟑螂，我先拍
照然后把它打死了！”结果网
友的重点全放在打死蟑螂的

“凶器”香奈儿（ CHANEL ）
鞋子上。
@濒月啊：拿香奈儿拍（蟑
螂），厉害了。
@LLLLinYonG：死在香奈儿鞋
子下也是它的福分了。
@绵绵晴：你是在炫耀你香
奈儿的鞋吗？

周杰伦很“性感”

周杰伦的演唱会刚刚结
束，但有歌迷在演唱会时拍
到了“角度”很奇怪的照片，
照片中女舞者大腿部照片

“正好”挡住周杰伦的大腿，
给人一种周杰伦“很性感”的
错觉。
@大摩羯 l i ：我滴妈呀！这图
拍的，以为伦伦下身就穿着
三角裤！
@周杰伦的小公举：这位周
杰伦朋友很性感！
@齐天大圣三打还珠格格：
毫无违和感！你是最胖的！

秀恩爱请在中午！
3 月 19 日晚，张歆艺微

博发文称：”打了个摩的，司
机挺帅”，并配一张与“司机”
袁弘在摩托座椅上一前一后
的照片。图片中，张歆艺、袁
弘头戴头盔，袁弘胡茬茂密，
男人味十足。而坐在后座的
张歆艺只露出很少的面部，
窝在袁弘身后，看起来很有
安全感。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羡慕嫉妒“恨”。
@齐唐先生的小迷妹：请在
中午秀恩爱，万一早晚遭报
应了呢？
@此情比情：成天晒袁大头，
烦了。
@红酒黑咖 hh：老司机开车
还行吧？

干农活似乎与平日光鲜亮丽
的明星搭不上关系，但在越来越
多的真人秀中，他们也体验了一
把农村生活。90后小花旦杨紫平
时性格大大咧咧，干起农活时也
毫不扭捏；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张柏芝做起家务时更是得心应
手。明星干农活，这样的节目最好
看的不是当明星泯然众人摇身一
变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人
民，而是明星身上的城市性格、巨
星风貌如何在坚硬的土地上显得
无用、显得捉襟见肘。但讽刺的
是，明星热火朝天干农活的扎堆
出现，却产生在明星越来越和“劳
动”脱节的这个时代。

前两天，陈道明接受央视采
访时批评年轻演员的职业观：“现
在动不动什么手破了，什么哪儿
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
穿着大皮袄，变成了一个演员的
功劳。你的职业就是这个，然后还
把它当作敬业？你演员就应该吃
这样的苦。”

今天的演员体验生活，值得
媒体大书特书，引为行业典范。今
天的年轻演员如果演农村戏，大
概也不怎么需要体验生活，遑论
吃苦了。几天前看到编剧宋方金
当卧底深入横店，发出感叹说表
演这个行当已经被毁了。他的采
访里写到，拍戏时，小鲜肉累了，
他就大老爷似的躺进车子休息，
留下一众演员干等。毁掉一个行
当，其实太高看这些小鲜肉了，他

们何德何能呢？但确实，小鲜肉们
彻底暴露了明星这个行当跟经典
意义上的“劳动”已经大相径庭的
情况，当演员也越来越不意味着
要吃苦，吃苦已经变成一种过时
的职业伦理。

其实，大家都懂的，明星们干
农活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假动作
啊。乡村生活没有什么风花雪月，
明星们也不见得真的喜欢做农
活，毕竟普通城里人也不会喜欢
做农活。我们每个人都是冯小刚
的《甲方乙方》里那个闲得蛋疼的
尤老板，山珍海味都吃遍了。下乡
一个月后，大老板苦到快变成黄
鼠狼了。

《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
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
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
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
才睡得着觉的。”对今天的城
里人来说，连电车声也
变成了奢侈。我们
觉得城市经验日
益稀薄，想去乡下
透透气。但其实没
有什么人真的会去
跟农民同吃同住同
劳动，所以我们要看
明星帮我们实现这样
的愿望，看看明星们面
朝黄土背朝天，也算体
验过了“你挑着担，我
牵着马，迎来日出，送
走晚霞”了。 沈河西

《热血长安》承认抄袭
也不值得点赞

综艺高价邀请明星
也难逃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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