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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网络综艺《演
说家》在京举行见面会，鲁豫
与“局座”张召忠出席见面会。

发布会上，鲁豫与“局座”
张召忠上演精彩对话，二人互
称对方是自己的“男神”和“女
神”。张召忠现场回忆当年看
鲁豫节目的岁月，称几位将军
很喜欢在午饭时间看鲁豫主
持的节目，自己是看着鲁豫的
节目变老的，他认为鲁豫是最
漂亮的女主持。鲁豫则有些害
羞地说：“您也是我的男神。”

张召忠因自己的军事言
论而走红网络，成为“老年网
红评论家”，他曾于视频网站
进行直播，并自曝因不懂直播
提现方式而没有获得收益。鲁
豫告诉张召忠网络当红主播
的月收入高达百万，张召忠不
由得大呼“居然这么多！那么
我真的是过气老年网红！”

作为“网红评论员”，张召
忠是个十足的“网瘾老人”，平
均每天上网四五个小时。当谈
到目前部分网红喜欢买粉丝
的这一现象时，张召忠称自己
从不买粉丝。他表示：“现在很
多人喜欢买‘僵尸粉’，我的粉
丝都是鲜活的。” 宸安

张召忠自嘲
“过气老年网红”

汪涵自称何炅大哥
3 月 19 日，在湖南卫视《向

往的生活》节目中，一段何炅分
享汪涵“关于一哥”的教科书式
回答蹿红网络。

当问及“何炅和汪涵到底
谁是湖南台的一哥？”汪涵回
答：“当然是何老师是一哥，我
是他大哥！”何炅在节目中高度
赞扬了这个回答，随机被杨迪
现场模仿，引来众人发笑。

何炅赞汪涵的回答是“教
科书级别的”，原因有二：一来给
对方面子，二来也显示了二人关
系的亲密。这让众人都十分钦佩
汪涵的回答。节目播出后，网友
们纷纷对何老师与汪涵十几年
的友情表示祝福，也对二人的智
慧表达钦佩之情：“两个人都是
有智慧的人。” 英子

陈赫前妻上综艺
这是要出道的节奏

上周末《天天向上》播出
后放出下期预告，细心网友竟
发现陈赫前妻许婧（蕾拉小
姐）已经录制过《天天向上》，
节目将于本周播出。

此次《天天向上》邀请许
婧并给予许婧的头衔是“美女
旅行家”。节目中的许婧剪了
短发，干练率性，非常御姐范
儿。她表示旅行能够让一个人
开阔眼界。

自从与陈赫离婚后，许婧
就一直在外旅行，周游世界。
时不时地会在微博、公众号上
晒美景、美食，以及分享一些
自己的心得体会。预告播出
后，更引来网友猜测：“难道许
婧要出道？” 据新浪娱乐

《中国新歌声》涉嫌抄袭
上周末，《朗读者》以“第一

次”为主题词，主持人董卿与航
天英雄杨利伟、作曲家许镜清、
京剧余派女老生王珮瑜、世界
围棋第一人柯洁、戏骨王学圻、
作家刘震云等嘉宾走进值得回
味和感恩的“第一次”。

在去年 3 月进行的围棋人
机大战中，阿尔法狗战胜了韩
国名将李世石九段，随后世界
围棋第一人柯洁公开喊话：“你

（阿尔法狗）打败了李世石，但
你赢不了我！”这样的表态很快
在网上引发热议。虽然人工智
能的发展速度有些超出他想
象，不过柯洁认为人工智能不
可能完全取代人类棋手，他雄
心壮志地说道：“我不会怕输给
阿尔法狗而被大家嘲讽，怕就
输了一辈子的东西。”

随后，柯洁朗读了《哈利波
特与死亡圣器》中哈利波特与
伏地魔唯一一次正面对决的选
段，柯洁表示这段文章要“献给
未来的对手”。等到柯洁朗读完
文章后，董卿“调侃”：“你念‘伏
地魔死了’感情不是很饱满。”
柯洁马上加重语气，咬牙切齿
地重读了一遍。两人的互动也
逗乐了不少的观众。 赵桂金

“世界围棋第一人”柯洁：

不怕输给阿尔法狗

近年，不管是电视综艺还是
网络综艺，亲子类节目都是大
热，有的亲子节目是明星展示跟
自己孩子的相处方式，有的则是
明星学习和素人萌娃相处。近
日，人气青春偶像当实习爸爸的

《放开我北鼻》第二季开播，明星
们的表现画风不一，有人温柔耐
心，也有人成功把孩子吓哭，引
来网友热议。看来，在众多亲子
综艺里，“怪蜀黍”们的带娃方式
真不能学，不如多观察哪些才是
带娃的“正确打开方式”。

如何跟萌娃相处

他们上演“错误示范”

在几周前开播的《放开我北
鼻 2 》中，初次担任“实习爸爸”
的林更新，似乎没有进入状态，
他在节目里的一些表现引来争
议。跟萌娃们见面时，三岁半的
女童小葱花刚跟妈妈分开不久，
林更新努力跟小葱花找话题，张
嘴就问“你妈妈去哪里了”，孩子
说去宾馆了，林更新突然爆出一
句：“你妈妈不要你了。”

不少网友认为，这句“妈妈
不要你了”实在不应该，林更新
这是带娃的错误示范。听了这句
话，小葱花果然马上哭了起来，
而且一整天都在念叨着找妈妈，
反应十分激烈。而在她一直嚷嚷
找妈妈的时候，林更新又开启忽
悠模式，“妈妈午饭的时候来”，
可是直到午饭也见不到妈妈，小
葱花哭得更伤心。有网友留言
称，“‘你妈不要你了’这样的话
曾经是我的童年阴影”，“心疼节
目里的孩子，他们正处于十分需
要安全感的时候”。

此外，于小彤在节目里的带
娃方式也遭到吐槽。一直强调男
孩子不可以哭的于小彤独立带
着三个男生，开启了“严父”模
式，他处罚啼哭的萌娃噗噗的方
式是罚站，并对噗噗严厉训斥，
让观众“心疼孩子”、“看了很尴
尬”、“曾经受到训斥和打骂教育
长大的我每次看到这样的内容
都觉得很心酸”。

还有网友则认为，林更新和
于小彤并不是故意这样生硬对
待萌娃们，可能他们自己还不太

懂怎么跟孩子相处。“请原谅林
更新这样对孩子说话的人，他们
其实很可怜，因为他们自己就是
如此被带大的。只有当了父母的
人才知道，你对孩子说的话很多
都是下意识的、不自觉的。”“没
当爹之前我和林更新是一样的，
为人父母之后才学习和孩子打
交道，和孩子一起成长。”

怎样跟孩子打成一片

他们靠耐心和细心

不过，虽然都是“实习爸
爸”，也有人气偶像实力展示了
带娃的正确打开方式。

《放开我北鼻 2》中，易烊千
玺的表现就让观众大赞“暖心”。
他在照顾几个小女生的过程中
温暖、细心，用温柔的方式把最
小的女孩哄睡，还多次安慰被于
小彤训斥的噗噗。在他的引导
下，噗噗不但很快恢复了开心，
而且非常积极地帮助大人干活。
有网友认为：“跟孩子沟通得从
孩子的逻辑出发，这点易烊千玺
做得很好。”

还有观众回忆起第一季《放

开我北鼻》中马天宇的表现。在
第一季节目中马天宇是孩子们
的“专业调解员”，试着进入孩子
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语言，与他
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对话。

此外，近日深圳卫视《闪亮
的爸爸》第二季公布，张继科也
要尝试跟孩子们相处。剧照中张
继科时不时把手搭在孩子的肩
上，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游玩时
间他和孩子们一同喝奶茶、买零
食，俨然邻家哥哥一样，表现自
然。在教孩子打乒乓球时，张继
科更是一手搂着孩子，一边握着
孩子的手，相处十分亲密。这组
剧照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广大
网友的关注，很多网友将注意力
聚焦在张继科在节目中的表现，
期待他在节目中的暖心互动。

有网友则透露碰到“实习爸
爸”董力参加《妈妈是超人》第二
季录制，带着阿拉蕾、安吉、小鱼
前往游乐园游玩。此前，董力在

《爸爸去哪儿 4 》里跟阿拉蕾的
相处时，从手足无措成长为被阿
拉蕾信任的“爸爸”，十分圈粉。

莫斯其格

近日有报道称，去年起在浙
江卫视开播的《中国新歌声》曾
在去年戛纳电视节上因涉嫌侵

权被查扣。对此，
有媒体向《中国

新歌声》制作方灿星制作进行了
求证。灿星回应称，这一所谓的

“查扣风波”纯属子虚乌有。
日前，网络上突然有消息

称，《中国新歌声》因模式涉嫌侵
权，曾在去年戛纳电视节
被查扣，并附带了一份
法院的调查令作为佐
证。随后，《中国新歌声》
出示多项证据自证清

白 。
“这不
是 事

实 真
相 ，因 为

《中国新歌声》
根本没有去戛
纳推销模式。”
灿星制作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

节目组澄
清情况称：去年
10 月，《中国新
歌声》根本没在
戛纳推广；去年
1 1 月底，在成
功获得国际版
权协会签发的

原创模式
认 证 书

后，节目才进入模式交易阶段。
节目组称，《中国新歌声》去年宣
布走自主原创道路，不再使用任
何含有“TheVoice”字样的视觉
元素。此次事件所涉及的“调查
令”，是“好声音”的版权方 Talpa
向法国马赛高等法院提出，《中
国新歌声》使用包含“TheVoice”
字样的节目名称，涉嫌侵权。

在灿星看来，在该报道中向
法院提出《中国新歌声》侵权，并
出示所谓“马赛高等法院”调查
令的荷兰 Talpa 公司，是在试图
打压中国电视人走向国际市场。
灿星表示，当时《中国新歌声》的
模式宝典还未撰写完毕，模式内
容是什么，Talpa 根本不可能知
道，就直指《中国新歌声》侵权，
这很武断。而法院按司法惯例正
常进行取证工作，也在后期被刻
意渲染成了“惩处”。

值得一提的是，Talpa 本身
也有“麻烦”，《TheVoice》模式一
直也有争端，一位爱尔兰裔制作
人已将 Ta l p a 告上法庭，早在
2008 年 3 月，他就在美国注册了
名叫“TheVoiceOfAmerica”的节
目，Talpa 公司的模式与其核心
创意高度一致，双方的官司预计
今年年底开庭。 本报综合

《放开我北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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