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综艺 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编辑：权震乾 美编：闫平

科技类综艺爆发

高冷科学家才是真明星
雷佳音
让别人伺候自己

湖南卫视重磅打造的国内
首创人文综艺节目《小镇故事》
即将于近期登上电视荧屏。日
前，节目组正式公布了部分智
囊团成员身份，“音乐诗人”李
健领衔加盟，他将携手纪连海、
陈果、史军、屈峰、郑永春这五
位博闻强识的文人学者，向“小
而美”的田园生活出发，开启小
镇寻“宝”之旅。

作为一档人文综艺，《小镇
故事》以中国特色小镇为背景，
由5位博学多识且又能说会道
的各领域大咖和2位知性艺人
组成智囊团前往目的地，展开
对话。节目将以最朴实的镜头
记录那些中国小镇中的自然之
美，带领广大观众亲近自然，在
寻“宝”旅途中治愈心灵。

何雅君

杜江称儿子羞涩
嗯哼用行动否认

在最近大热的亲子互动
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五
季中，杜江嗯哼父子由于爸帅
儿子可爱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在接受节目组采访时，杜江表
示嗯哼是一个比较羞涩和被
动的孩子，但随后就遭到了嗯
哼的打脸：大白话“憋不住了，
我要尿尿去！”面对小泡芙毫
不犹豫的搭讪“今天太热了对
吧？”“来拉着我的手。”以及直
接俯下身去亲吻小泡芙的脸
颊，这种种举动都显示出：嗯
哼实际上不止不像杜江所说
的羞涩和被动，甚至称得上是
热情而直接。

对此，妈妈霍思燕哈哈大
笑，转发“打脸”视频并嘲笑自
己的老公杜江：“打脸嘛？”网
友也跟着霍思燕调侃：“你说
这是你儿子吗？” 冬冬

李健携手
文化名家“耍宝”

北京卫视《生活相对论》本
周将迎来第二期，在本期节目
中，“娱乐圈三巨头”之一的雷
佳音将搭档二胖姜妍一起体验
真实的野外生活。

这一期《生活相对论》还邀
请到的一对素人嘉宾，这对嘉
宾是网络直播平台上拥有百万
粉丝的“野食兄弟”。两人选择
离开城市，在野外过上自给自
足的劳作生活。而对于“懒癌晚
期患者”的雷佳音来说，将要面
对自己动手到荒野丛林时，顿
时傻眼，大呼“被坑”。幸好节目
组暗地里邀请了雷佳音16年的
老友姜妍，替彼此分担忧愁。

节目中，雷佳音一边质疑
野食兄弟与众不同的作息时间
不健康，一边撺掇野食兄弟“伺
候”自己。面对各种劳作活动，
他也想尽“歪招”为自己脱身。
对此野食兄弟表示无奈，更笑
说要与雷佳音分道扬镳。在经
历了两天的荒野生活后，从“叫
苦连天”到“把酒言欢”，两位艺
人和野食兄弟，开始相互理解。
吃着野菜，喝着烈酒，四人袒露
心扉。“不一定逃避城市就是自
由，一个人的自由是心灵的自
由”，对于都市生活与隐居田
园，雷佳音有着自己的理解。

大发

《青春旅社》《亲爱的·客栈》将开播

“民宿综艺”扎堆赶上国庆档
纵观近几年中国的综艺节

目，强叙事和快节奏的“快综艺”
占据了绝大多数。有人总结，“快
综艺”节目进度快，剪辑干净利
落，后期笑点密集，一期节目看
下来主线明晰，节目组也会刻意
放大矛盾点，以博眼球。在各个
户外真人秀还在做任务打卡让
人审美疲劳的时候，今年初的一
档《向往的生活》反其道而行之，
由“快”变“慢”。而在国庆档中，
以民宿为概念，东方卫视《青春
旅社》和湖南卫视《亲爱的·客
栈》的“慢综艺”都将播出。

《青春旅社》

第零集王源鞋底藏钱

9 月 23 日，东方卫视《青春
旅社》放出第零集非正片预热，
预告中 11 位性格鲜明、各具特
色的主人公相聚一起，准备开启
共同创业的青春之旅。

节目中，11位主人公从相遇
到相识，分别生活在A、B两栋旅
社里，即使是初次见面，大家也
可以迅速熟络起来。比如景甜变
身“大力士”独自搬箱子，李小
璐、何穗一改女神形象成邻家小
女生，李静、程晓玥等人也是十
分体贴……其中王源鞋底藏钱

的片段引起网友热议，他与王自
如一起外出到附近的商店买泳
裤，还顺势买了一些零食以及饮
料，不过，让人惊讶的是王源竟
然是从鞋底拿出钱的，如此经典
的藏钱方法果然成功“骗过”了
众人的眼睛。

此外，《青春旅社》更加值
得期待的是明星嘉宾与行业精
英之间的互动。1 1位主人公可
以在这里接触到来自各行各业
的人，不论是郭劲岐、狄倩伊、
王自如等几位行业精英还是来
自五湖四海的旅客，他们彼此
之间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化学
反应。
播出时间：东方卫视《青春旅社》
自9月30日起每周六晚22:00播出。

《亲爱的·客栈》

慢生活远离城市喧嚣

从公布嘉宾到概念片惊艳
亮相，一直备受瞩目的《亲爱
的·客栈》近日首发了一组官方
海报，四张海报皆以“慢下来，
去生活”为主题，不难看出刘
涛、王珂、阚清子、纪凌尘、陈翔
等嘉宾从城市的喧嚣中走出
后，在原生态的美景中难得的放
缓脚步，享受起了惬意慢生活的

可贵。
作为湖南卫视4季度重磅推

出的《亲爱的·客栈》，先有刘涛
王珂夫妻档的强势加盟，以及阚
清子和纪凌尘“清尘CP”的综艺
合体首秀，再加上神秘的X嘉宾
助阵，《亲爱的·客栈》早有未播
先火之势。

除了被《亲爱的·客栈》海报
中呈现的美景、传达的深意牢牢
吸引眼球之余，许多眼尖的网友
也从海报里的细枝末节中，发现
了不少隐藏其中的小讯息，众
多网友更是“福尔摩斯上线”分
析起了客栈的生活究竟会是
什么样子。
播出时间：湖南卫视《亲爱
的·客栈》自10月7日起每周
六晚22:00播出。

本报综合

在文化类综艺节目引领荧
屏“文化热”之后，今年暑期，“烧
脑”的科技类综艺节目各展风
采。《机智过人》，《我是未来》《未
来架构师》《极客智造》等央视和
地方卫视播出的科技类节目都
取得了较好的收视成绩。在《我
是未来》中，科大讯飞首席科学
家胡郁展示的语音识别技术能
顺利识别四川话、粤语等国内方
言；在《加油！向未来》中，短跑明
星张培萌和国产歼—10A战斗机
进行百米竞速……一场场科普
秀，让科学成为微博、微信等新
媒体上的话题焦点。

科学家成综艺热门嘉宾

“不懂点科学术语，都不好
意思进电影院。”《星际穿越》《地
心引力》《火星救援》等科幻电影
的出现，使得很多人发出感慨。
眼下，随着综艺与科学牵手产生
的效应扩散，“科学”成为综艺节
目制作者眼中的新蓝海。当以模
式引进为路径、以天价明星为噱
头的运作方式难以为继，将视线
转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火热实
践，将镜头对准或老骥伏枥或青
春张扬的科学家，成为综艺节目
转型的好选择。

而对于我国的科学发展和
科普事业，电视节目制作者全方
位参与，依托成熟的综艺节目
制作方式，搭建了更时尚、更
吸引年轻人的科普平台。
较之一直以来显得枯燥
的发读物、开讲座等科普
活动，视听节目拥有声、光、
电等多样呈现方式，可以更立
体地呈现科技成果，更真切地

展现科学家风采。

烧脑综艺让科学变时尚

当然，科技类综艺节目不是
传递几个术语那么简单。从节目
创意、内容选取，到呈现方式、场
景设置，一个好的科技类综艺节
目的出现，与一项科技成果的产
生有颇多相似之处。

首先，选取什么内容，决定
着科技综艺节目的成色。关键是
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呈现最新
科技成果、营造科学创新氛围。
以《我是未来》等
节目涉及的人工
智能为例，其既是
热门的科技创新
领域，也伴随着科
学伦理、规范
等 方 面 的
争议，成
为 综 艺
节 目 制
作 的 热
门选项。

其实，在现代科技渗入生活方方
面面的情况下，可供选择的科学
领域相当多，无论是直上九天的

“神舟”，还是勇下深海的“蛟
龙”，都是很好的选题。

其次，如何呈现内容，决定
着科技综艺节目的观众缘。在综
艺节目中，任务与对决可谓双引
擎。《加油！向未来》第二季组建
了由60位科学爱好者组成的科
学猜想团，并以18岁为界，分加
油队和未来队对决，“科学猜想
王”环节的抢答被网友纷纷点赞

“刺激”。科技类节目大多广泛利
用科技成果，实现多样化、娱乐
化的视觉呈现。《我是未来》中

六轴机械臂舞美等，大大
提升了科技
展 示 的 舞
台效果。

科普创新科学更接地气

科学家常被认为是高冷群
体。如何将科学家的个人魅力与
严肃治学同时呈现，科技类节目
需要探索更多的讲故事方式。其
实，优秀科学家走到台前，更容
易以其自身的个人魅力吸引观
众。比如，《我是未来》邀请的“无
人机魔法师”拉菲罗·安德烈成
为网络红人；《机智过人》邀请中
国科学院院士、图灵奖得主姚期
智深度解读人工智能技术，尽显
专业魅力。

科学必须严谨，科普无须严
肃。让科普凝聚创新力，让科学
家获得尊重，让科学成为时代热
词，“烧脑”综艺提供了时尚、有
效的平台。期待这样的“烧脑”尝
试越来越多、常开常新，不要浅
尝辄止、昙花一现。

科技类综艺的爆发已经成
为今年下半年荧屏不得不提
的综艺市场现象。无论是国家
政策的驱动还是顺应时代的
潮流，科技类综艺同当初的
文化综艺一样正以更加接地
气的方式走近大众；然而从目
前还未收官的几档科技类节
目的网络表现来看，还未到达
爆款节目的体量。随着节目
的持续播出和第三季度尾
声新旧节目的交替，科技
类综艺将与更多不同类
型不同题材的节目同台
竞技，而只有让观众对

科技本身形成自发的热爱，
方是节目欣欣向荣的长久
之计。

本报综合《《机机智智过过人人》》

““民民宿宿””类类综综艺艺扎扎堆堆播播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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