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张金菊 美编：王宁 毒舌 Sharp-tongue 33
神回复网剧火了

“网大”咋办？
近日有公司联合发布了20余

部超级网大IP片单，要把《四大名
捕》系列、《盗墓笔记》系列、《法
医秦明》、《轩辕剑 6 》等大 IP 改
编为网络大电影（以下简称为

“网大”）。
网剧和网大，是网络娱乐进

入视频时代的一对“亲兄弟”，也
都曾是“烂剧、烂片”的代名词。
但经过近两年的发展之后，网剧
已经与网大分道扬镳，实现了自
我救赎，网剧凭借内容创意优势
和精良制作，成功进入了精品化
路线，时常有网剧被拿来与美剧
进行对比，比如当下正在热播的

《无证之罪》、《白夜追凶》，还有
刚结束的《河神》，都是评分很高
的网剧。

虽然网剧仍然对IP有依赖，
但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态势来看，
原创才是真正帮助网剧扬眉吐
气的根本。通过不断的原创尝
试，网剧吸引了大量习惯通过电
视收看剧作的观众。

反观网大，无论在创作观点
还是产业理念方面，似乎都还在
原地踏步。尤其备受青睐的玄
幻、仙侠题材，后期制作需要投
入更大，仅仅在视频平台上线，
成本回收风险极大。

网大不可能完全复制网剧
的成功路线，也不能与强大的院
线电影进行竞争。最适合网大的
土壤，的确还在在线视频消费领
域，但这需要网大从业者，能少
点跑马圈地的浮躁，准确找到自
己的观众群和商业模式，这才能
够保证网大不死。 韩浩月

岳云鹏高原反应
还惨被调侃

9月18日晚，岳云鹏通过
微博晒自拍照，并称：“高原
反应强烈的我。”照片中，岳
云鹏对镜自拍，胡须也长了
起来，满脸疲惫的样子，眼睛
比平时显得更小了。

网友看到此照片后纷纷
围观并调侃他。连自拍一向
遭到网友调侃的高晓松也不
幸躺枪。
阿西巴 bang：自拍比肩高晓
松老师了，继续加油。
2017 牛奔：有话好好说，别发
自拍好吧！
辣么美你看不起：小岳岳脸
最大，不接受任何反驳。

刘畊宏“嫉妒”
女儿人气高

9月 1 8日，刘畊宏微博
转发女儿小泡芙的一组照
片。照片中，梳着单马尾辫
的小泡芙皮肤白皙，露出两
条长腿，笑起来双眼弯弯十
分可爱。

随着最新一季《爸爸去
哪儿》开播，天真可爱的小泡
芙人气不断上涨，连爸爸刘
畊宏都“嫉妒”发问：“摄影师
眼里有我吗？”
好菇凉光芒万丈：摄影师眼
里只有泡芙！你的在哪！？
三木曦光1997：有没有你心
里没有一点数吗？
灼灼简兮：还是有你的……
第四张，你的一只手和半条
腿……

杨紫馋到
想吃糊包子

9 月 18 日，杨紫微博发
文称：“如果包子煎成这样，
还可以吃吗？”并晒出一锅被
煎的变成黑色的包子，网友
直呼“辣眼睛”。
猴紫的磨花镜：还是算了吧，
我的傻猴紫，健康最重要。
_刘熙阳_：别吃了，我还需要
你爱我。
是叫Maggie的仙女吖：说实
话，我真担心以后秦俊杰（杨
紫的男朋友）天天吃外卖。

今年的香港小姐选美大赛
落幕了，最受关注的前三名整体
看下来还是不错的，没有整容
脸，类型不一，辨识度也有。要说
美人，港姐三甲也称得上。总之，
这一届好像不再是前几年那种
港姐选举结果一出来围观群众
就大喊这是“选美”还是“选丑”
的状况了。

“港姐”的光环，好像早就无
法在现今的娱乐圈里“劈风斩
浪”了。

要确切划个时代的的话，处
在世纪交界的 2000 年是很合适
的。如果说 1999 年尚且还有郭
羡妮和胡杏儿的话，2000 年之
后的香港小姐选美大赛，再也没
有出现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像
旧时代港姐一样的“港姐明星”。

真的像围观群众说的一样，
是港姐质量一代不如一代，再也
没有能扶起来的吗？

与其说是香港小姐扶不起

来，不如说是飞速沉没的香港娱
乐的黄金时代。

就算是早年间美人频出，常
常艳惊四座的香港选美时代，美
人们也无法完全靠美制胜。更长
远的发展和娱乐圈的稳地位，永
远靠的是后续的作品表现。

袁咏仪是 1990 年的港姐冠
军，那时候的她因为太美还有一
个叫“靓靓”的昵称。另外一个被
港媒形容为“美得石破天惊”的，
是1988年的冠军李嘉欣。不能少
的还有钟楚红，她当年是港姐第
四名。“港版梦露“的称号是很衬
她的。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当我
们提起这些人的时候，脑海里浮
现的画面是一幕幕经典的电影
场景，而非她们在选美舞台上桂
冠加冕的样子。

袁咏仪甫一出道就凭香港
电影最擅长的黑社会题材拿到
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人
奖。然后又用《新不了情》和《金
枝玉叶》成了第一个蝉联金像奖
女主角的人，一时间风头无两。

但这个时间点，恰好也是香
港电影走向低谷的时间点。大概
是 1996 年开始，随着香港电影
市场走向低迷，袁咏仪的电影事
业也走向低谷。

有靠电影撑起来的港姐，也
有靠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港剧
撑起来的。翁美玲、赵雅芝、梁小
冰、蔡少芬都是如此。

整体来说，港剧的没落和港
影的没落时间是呈正相关的，但

港剧还是稍晚一阵子。所以二十
世纪末的香港小姐里，还很是出
了一些比较有名的电视明星。比
如张可颐，佘诗曼、胡杏儿、郭羡
妮、向海岚等等。

这颇有点时势造英雄的意
思。那个时候参赛的女孩子们如
果能借选美舞台出道，成名获利
的机率很高。而那个时候处在经
济腾飞时期的香港，也需要选美
舞台来构成自己城市符号。一如
多年前媒体评价的：最能代表香
港的，不是尖沙咀的钟楼，不是
太平山的老衬亭，不是海洋公
园，不是大富豪夜总会，而是香
港小姐。

但这种各取所需，而今已经
无法形成了。

原来的香港小姐们，表面上
依托的是港姐的舞台，其实真正
依托的是那个时期香港繁荣的
影视行业，往大了说，是如日中
天的娱乐行业，再往大了说，是
腾飞迅速的香港经济。

但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是大
浪淘沙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
香港娱乐行业的逐渐沉没。

怀念港姐的人，怀念的未见
得是那些鲜妍的面孔，可能更多
的是承载那些面孔的香港的大
小荧幕。

但如今，脑海里压根没有港
姐印记的人才是主流，比起隔着
屏幕观看选美比赛，也许他们更
愿意在直播间给主播刷礼物。

知影

港姐风光不再
背后是没落的香港娱乐行业

为什么有些演员
能演啥像啥

9月16日晚，第31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揭晓。这天，新闻的焦点
都给了新晋“影后”范冰冰，但同
样值得给予注目的，还有两位最
佳男配角——— 王千源和于和伟。
而相比前两个月刚凭借《军师联
盟》里的“曹操”一角大火的于和
伟，王千源却显得更加低调。

王千源曾凭借电影《钢的
琴》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
员，又凭借《解救吾先生》《绣春
刀》等电影多次获得奖项提名。
这次获得金鸡最佳男配，算是对
他电影生涯的又一次肯定。

演《解救吾先生》的时候，王
千源特地到监狱里体验生活，阅
读了大量关于反社会人格的书
籍，还看了罪犯原型被枪毙前 5
个小时的视频录像。为了保持状
态，他在片场刻意不和刘德华多
说话，营造绑匪和人质之间的距
离感。为了培养角色情绪，他坚
持三个月时间不回家，始终将自
己关闭在房间里，感受被社会抛
弃的“边缘人”心态。

看王千源的戏，再联想到眼
下那些靠镜像、抠图完成的作
品，“流量”们做几个完全称不上

“表演”的表情，就能收获脑残粉
的掌声与钞票。钱来得太容易。
这更凸显了王千源的朴实和难
得。好演员塑造角色，不是“像什
么演什么”，而应该是“演什么像
什么”。王千源没有让迷妹们“舔
屏”的颜值；私生活似乎也循规
蹈矩“乏善可陈”。他似乎只在电
影里“怒刷存在感”，希望这样的
演员更多一点。 二号少女

在在追追求求““爆爆款款””的的创创作作逻逻辑辑
下下，，综综艺艺正正越越来来越越依依赖赖大大数数据据的的
测测算算。。日日前前在在上上海海举举行行的的第第九九届届
中中国国网网络络视视听听产产业业论论坛坛上上，，有有种种
说说法法，，大大数数据据将将在在一一定定程程度度上上助助
力力““爆爆款款””综综艺艺的的诞诞生生。。

如果说大数据是对观众喜
欢什么的直观反馈，有助于提升

“爆款”的命中率，那么一档节目
的文化内涵几何？价值引领多
少？却是眼下大数据“鞭长莫及”
的领域。

近两年网络综艺迅猛发展，
仅今年上半年，各网站在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播出的网
络栏目就有近4600档。

对于从传统电视节目转型
入局互联网的创作者，这种体会
尤为深刻。在曾是电视人的网综

《火星情报局》出品方李炜看来，
网络时代让观众收看节目的情
境从客厅转换到了手机端，社交
平台、短视频、网剧，甚至手机游
戏，都是“小屏”上的有力竞争对
手。为了从中突围，平台方与制

作作方方对对于于““爆爆款款””的的追追求求较较以以往往
更更甚甚，，而而衡衡量量““爆爆款款””的的标标准准是是高高
点点击击量量和和话话题题度度。。

在在这这样样的的生生产产逻逻辑辑下下，，监监测测
网网络络综综艺艺的的大大数数据据也也随随之之进进入入
2 . 0时代。优酷视频负责内容监
制的宋秉华透露，用数据说话，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节目反馈的”
不确定性“，提升了“爆款”的命
中率。因为监测到观众快进率
高，嘉宾唱歌这一环节从某档网
络脱口秀中彻底消失。而在最新
推出的《小手牵小狗》中，孩子、
宠物两大最吸睛的内容，干脆被
打包组合在了一起。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大数据
监测是对已知风险的规避，也会
带来统一标准趋向的跟风与同
化。然而数据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更了解观众吗？

有分析认为，一味根据大数
据决定节目内容，追着用户的浅
层需求跑，并没能解决网络综艺
创作者的焦虑。像《综艺大观》

《超级女生》《朗读者》这样的电

视视现现象象级级作作品品迟迟迟迟没没能能在在网网络络
出出现现，，而而眼眼下下““爆爆款款””的的网网络络综综艺艺
虽虽有有，，可可往往往往是是争争议议与与热热度度并并
存存，，无无法法做做到到娱娱乐乐与与价价值值导导向向的的
平平衡衡。。

最近开始涉水网络综艺出
品《小手牵小狗》的电视主持人
杨乐乐，谈到优质综艺节目时以

《中国诗词大会》为例，没有流行
语与热门话题，呈现的是传统文
化的内涵与质感，放在今天的语
境里，诗词就好比古代人的微
博。但如果没有节目的模式创新
和创作者的文化坚持，单纯依靠
大数据监测，古诗词这个元素的
竞争力恐怕就“PK”不过孩子与
宠物。

一个“爆款”的诞生有“运
气”成分，这是大数据算不出的。
所谓“运气”不过是创作者在行
业累积的经验、热情，由此可以
更主动地把握内容规律，创作者
的创新创造和责任担当，应该是
我们在所有文化领域中的核心
竞争力。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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