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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袁成杰偷拍老婆素颜看非
诚的视频后，《非诚勿扰》又出偷
拍视频！这几天网上流传出一条
孟非在录制现场怒斥黑幕论，并
提及有一位男嘉宾可能动机不
纯，于是节目组把他的录制部分
彻底剪掉的偷拍视频。

关于《非诚勿扰》许多嘉宾不
是为了相亲而是为了炒作而来的
言论层出不穷，在这次流出的偷
拍视频中，孟爷爷霸气怒斥“黑幕
论”，“ 7 年了有五六千个男女嘉
宾在非诚勿扰舞台上来来去去，
另有居心的人也有，我不能保证
每一个都能发现，但是只要发现
了他绝不会在这个台上播出！”

同时孟爷爷举出了一个之前
录制男嘉宾的例子，他两次选择
心动女生都是娇小型，最后却因
喜欢高挑型女孩为理由拒绝选
择。作为一个生意人，不排除他为
公司前来炒作，提高自己声誉拿
更多投资的可能性。虽然一期只
录三个嘉宾，孟爷爷和非诚节目
组坚持“我们就是废掉半期节目，
也不能让这种欺骗观众的人在我
们的节目中出现！”

从最新一期非诚第三个男嘉
宾的部分中，女嘉宾和主持人所
穿服饰和前两个男嘉宾时的完全

不同，明显是从别的录制场次中
剪辑过来，完全可以印证孟爷爷
的说法，本期节目剪掉的正是那
个可能居心不良的男嘉宾。知情
网友也透露“原三号男嘉宾已经
被剪掉了。他很帅，很有钱，很有
套路，但是，《非诚勿扰》不跟任何
投机者做交易。”

这则视频迅速遭到网友热
捧，“孟非的可贵之处是自信和公
正，再火的明星
也不会恭维，再
强势的他也不
偏袒，看《南京
零距离》长大的
孩子的感悟！”为
节目组说话
的网友表示

“其实在相
亲 节 目 里
与其他的
相比，《非
诚勿扰》
已 经 很
真 实 了 ，
或许这也
是 那 么 多
人 喜 欢 看
的原因。”

冬冬

《非诚勿扰》
把炒作者“踢”出节目

前几年，主打煽情的节目
曾火过一阵子，然而那些预设
好的或悲情或励志的故事渐
渐让观众麻木，一些节目因

“太过矫情”招致普遍诟病。
不过，最近开播的一系列

“煽情”节目却赢得越来越多
观众的共鸣，《儿行千里》、《阅
读·阅美》等文化类综艺便是
其中代表。为何文化类综艺节
目能百花齐放？它们又该如何
避免过气？几位业内人士就此
分享了意见。

与早期流行学诗词、学汉
字不同，这些节目里，观众在
文字与声音的力量感染下得
到不同程度的感动，有的甚至
直击泪点。比如以朗诵的方式
讲故事的《儿行千里》，嘉宾们
或是漂泊多年的电影人，或是
身残志坚希望帮助更多人的
独腿姑娘，他们在讲述自己离
家故事的同时会朗读一封家
信。

对于当下局面的出现，资
深电视人凌平认为，首先要注
意到当前文化政策的积极正
面引导作用，“政策层面鼓励
电视台、视频网站打造有品位
的文化节目。”

市场层面需求的转型是
凌平观察到的第二个因素，

“虽然一些老牌节目收视没有
断崖式下降，但内部转型的需
求已经被市场提出来了。”凌
平说，市场要求转型，与文化
政策引导不谋而合。

虽然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文化综艺可被视为综艺“生力
军”，还有极大发展潜力，但必
须承认，审美疲劳是每一个节
目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尤其是

“以情动人”的文化综艺，一些
网友担心，久而久之难免陷入
煽情套路和跟风模仿的重复
无序竞争状态。

“最重要的还是人文关
怀，也就是要跟大众相关，文
化综艺要做到普罗大众雅俗
共赏，那么就一定不能跟老百
姓生活脱离，讲故事也好朗诵
也罢，要将娱乐性与文化性结
合，寓教于乐，与时俱进。”凌
平认为，以家庭为切入口是文
化综艺很好的方向，“家庭是
社会的细胞，家庭是每个人都
会面对的，普适性的人文关怀
可以成为一座桥梁，赢得了观
众，也体现了媒体责任。”

赵欣

文化类综艺
如何避免过气？

巩俐林青霞
或加盟《朗读者 2》

9 月 19 日，2018CCTV 国
家品牌计划发布会在京举行。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欧阳夏丹、
康辉、朱迅、撒贝宁、李思思现
身活动。除总结上一年度国家
品牌计划的收益情况外，各频
道主持人还对央视 2018 年即
将播出的节目进行了推介。根
据第二季《朗读者》的宣传片来
看，余华、许鞍华、巩俐、林青霞
等嘉宾或将加盟该节目。

在 2018CCTV 国家品牌计
划发布会上，首批加入国家品
牌计划的 35 家企业获得了周
年荣誉纪念印信，并纷纷讲述
了各自在加入国家品牌计划后
所获得的收益。主持人朱迅称：

“上一年度国家品牌计划的最
大亮点就是提出了广告精准扶
贫。”据介绍，国家品牌计划 1 . 0
实施期间总共播出精准扶贫广
告 3705 次，各地特色产品通过
央视广告走进了千家万户。

随后，央视新闻频道记者、
综合频道主持人、体育频道解
说员等携手亮相，对各自频道
的精彩节目进行推介。第一季

《朗读者》的制作人、主持人董
卿现场朗读了萧红、海伦·凯勒
和莫言的名篇片段，并表达了
对第二季《朗读者》的美好期
许。从现场播放的第二季节目
宣传片来看，余华、许鞍华、巩
俐、林青霞等各界名人或将加
盟。除此之外，接下来央视还会
有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结合的
创新节目播出，希望能够将传
统文化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传播。歌手胡彦斌到场为该节
目进行推介，还现场演唱了重
新改编的《水调歌头》。 瑞恩

《《极极速速前前进进》》
张张继继科科没没女女朋朋友友全全怪怪老老爸爸？？

【改变】

任务数量减少到五六个

纵观今年的综艺数据，“综N
代”似乎都深陷于收视魔咒，“如
何创新，是最难的地方。”张艺坦
言。为寻求突破，第四季节目组
综合了以往观众的意见，对赛制
和剪辑进行了调整和修改。首先
原来一期节目的七八个任务，在
这一季减少为五六个，与此同
时，剪辑的节奏也有所放缓，保
证观众可以跟得上。

除此之外，张艺表示这一季
节目最大的不同就是增加了主
题化的操作，强化了“夺宝奇兵”
的概念，“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看
节目的时候，除了极速精神，还
可以对各国的人文历史、风土人
情有更多的了解。”

在赛制上，这一季最大的争
议是把奖励冠军的直通卡，更改
为需要靠团队运气去获得。在范
冰冰很轻易获得直通卡而避免
了“命悬一线”时，有观众质疑出
现了“黑幕”。

对此，张艺否认这种规则有
失公允，“因为在美版的最新节

目中，直通卡也是靠运气来抽取
的。”在美版推出的《极速前进》
第 29 季中，直通卡也是通过选
手在起跑线任务中的行李箱里
随机送出。

【难度】

没办法做到每期都高难度

除了赛制的调整，这一季的
任务难度似乎也降低了不少。例
如第一期中，节目组就设置了类
似于“找节目元素”和比赛“插
香”这样竞技难度较低的基础任
务，第二期中挑战小天鹅舞也与
第一季挑战宝莱坞舞蹈的难度
系数相差甚远。

“惊险刺激的任务需要天时
地利人和。”张艺表示。像在丹麦
录制的节目中就出现了50米高

空的“极限”体验任务，竞技感和
难度系数都较高，但并非所有国
家和城市都拥有这样的设施，或
有的地方设施距离太远，节目组
的录制时间很难配合，“所以到
了第四季，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
法做到每期都设置难度很高的
挑战项目。”

此外，嘉宾的安全也是节目
组考虑的重要因素。“现在每期
出发的时候，基本设置是每隔一
分钟出发一组，这样差距不会特
别大，优势也没那么明显，考验
的重点就会调整到两个人之间
的能力和默契程度上面了。”

【嘉宾】

吴敏霞参加源于上一季

吴敏霞的加盟，要追溯到去

年奥运会期间。当时吴敏霞刚刚
拿了奥运冠军，而曾同为国家跳
水队队员的郭晶晶则正在参加

《极速前进》的录制，“当时我们邀
请吴敏霞给《极速前进》以及郭晶
晶录了一个加油的宣传片。”在第
四季筹备时期，吴敏霞刚刚结婚，
她也拥有了自己最默契的搭档，

“当时我们彼此情投意合，他们就
决定以夫妻档参加这个节目。”

张继科和爸爸张传铭组成
的“藏獒父子”组合，戳到了诸
多观众的萌点。例如当张继科
扮上女装时，张爸爸在一旁笑
到不能自已；当大家问张爸爸是
否会选谢依霖当儿媳妇时，张爸
爸一脸严肃道：“首先个子不合
格，儿媳妇不能低于一米六八。”
以至于张继科吐槽道：“知道我
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了吧。”而这
对冠军父子，是通过范冰冰敲
定的。

据张艺回忆，范冰冰和张继
科是老乡，回家过年的时候，范
冰冰和张继科一起吃饭，在饭局
上张继科爽快地答应了节目的
邀请。

刘玮

《极速前进》走到第四年，似乎也遭遇了“综N代”危机。虽然
在这一季中，范冰冰加盟成为幕后的“战略合作伙伴”，为节目
带来不少前期资源，张继科和爸爸的综艺首秀也带来不少后期
热度，但直通卡赛制的调整、赛道难度的降低，却让这季节目在

“公平性”上遭到了颇多质疑。对此，《极速前进》的总导演张艺
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平性是节目必须要保证的事情。但做到第
四季，任务和环节的新颖性确实需要进行突破。

《喜剧总动员》第二季宣告
于近日回归。去年，《喜剧总动
员》第一季一经播出，即收获诸
多赞誉，许多节目也成为经典
在网络广为流传。此番回归，更
是吸引了“全面放飞自我”的郑
爽将与“话剧名角”郭涛同台飙
戏，引发观众们的期待。

《喜剧总动员》第二季在出
演阵容上极具看点。据悉，本季
不仅有郑爽、张若昀、江一燕、
魏大勋等新生代演员大胆跨
界，也不乏胡静、秦海璐、郭涛、
侯勇等实力派戏骨鼎力加盟。
层次分明、类型丰富的阵容匹
配不仅满足了全年龄段观众的
需求，也为喜剧作品的演绎和
诠释提供了更多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16位跨界
明星将在本季节目开赛之初就
逐一亮相，与16位怀揣喜剧梦
想的素人搭档携手，一起为观
众献上一个个逗人发笑又引人
深思的喜剧节目。而能够吸引
到如此之多的艺人大胆尝试喜
剧表演，也充分说明了《喜剧总
动员》这个舞台的强大魅力。

翁君

《喜剧总动员2》
郑爽“杠上”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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