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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峰蔡国庆
当支教老师

公益音乐真人秀节目《让
世界听见》将于第四季度在湖
南卫视播出。节目中汪峰和蔡
国庆将作为支教老师走进大
山，带领音乐教学帮手陪伴孩
子们生活、学习，用组建合唱团
的形式，帮助孩子们接触正规
的音乐教学，实现孩子们的终
极音乐梦想。

虽然汪峰的音乐作品已是
有口皆碑，他在音乐界的地位
也有目共睹，但身为支教老师，
要同时负责孩子们的教学和生
活，这种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他
坦言从接到节目邀请后压力就
一直很大，孩子们虽有纯净嗓
音，但从没有专业的音乐基础，
这是令他最担忧的问题。

而在《爸爸去哪儿》里就展
现出惊人的亲子能力的蔡国
庆，也是担当支教老师的不二
人选。在《爸爸去哪儿第四季》
中，蔡国庆和儿子互帮互助亦
师亦友。蔡国庆面对孩子展露
出的温柔和暖心也让他成为了
观众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慈父
暖爸”。与孩子相处对蔡国庆来
说完全不成问题。 本报综合

蔡明潘长江
《喜剧狂》再合作

近几年的春晚舞台上，蔡
明潘长江的小品就像是年夜饭
里的饺子，观众都觉得少了这
一口就不行！今年，这种快乐不
仅提前降临了，而且还要持续
十三周，从10月12日起，由蔡
明、潘长江、苗阜联手担任“喜
剧合伙人”的《我为喜剧狂》在
湖北卫视和天津卫视同步开
播，蔡明潘长江这对昔日默契
的灵魂搭档，转身却变成了相
互争夺优秀选手的竞争对象，
再加上“喜剧百晓生”苗阜，这
就有的看了！

10月12日，《我为喜剧狂》
第四季强势回归，蔡明、潘长
江、苗阜分别担任“喜剧合伙
人”，“小品女王”和“笑界顽童”
再加上“喜剧百晓生”的搭配相
信让不少观众格外期待。更令
人惊喜的是，本季《喜剧狂》还
有爆红网络的“富土康检验员”
张全蛋以及他的暴走家族、魔
性表情包“谢飞机”曹彤睿、超
人气美少女偶像组合BEJ48纷
纷作为选手上阵，看谁又能笑
到最后！ 李庆

《中国新歌声》
刘欢学员夺冠

10月8日，第二季《中国新
歌声》巅峰之夜总决赛在鸟巢
正式开战。陈奕迅战队的肖凯
晔、叶晓粤，以及周杰伦战队的
董姿彦、那英战队的郭沁、刘欢
战队的扎西平措向年度总冠军
发起最终冲击。

经过前两轮的激烈角逐，
根据人气投票，郭沁与扎西平
措晋级“巅峰对决”。在第三轮
个人演唱环节，扎西平措凭借
一首充满民族特色的改编版

《齐天》获得101位专业评审的
青睐，以61：40的优势领先。虽
然郭沁的现场观众投票数更
高，但按比例综合两方票数，扎
西平措摘得“桂冠”，也让刘欢
首度成为冠军导师。 瑞恩

《儿行千里》全民叫好

何炅：生活是最好的编剧
没有明星，播出时间晚，家风类节目《儿行千里》播出前，连主持人何炅自己都直接在微博上表示

担忧。然而首播过后，这档讲述普通人家风故事的节目意外收获豆瓣评分9 . 1的超级好评，也成为目前
收视率最高的文化类节目。哈佛理工大学博士后何江、战地记者陈序、独腿励志女孩谢仁慈、以书画纪
念爱妻的96岁老人饶平如……每期节目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普通人因为《儿行千里》成为“明星”。近
日，何炅接受了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媒体采访，谈及这些故事，他直言：“生活是最好的编剧。”

□记者 张金菊

◆ 没有明星 ◆

普通人的故事更有感染力

《儿行千里》每期讲述两个
普通人的家庭故事，没有明星，
没有互动游戏，没有户外美景，
播出时间也在晚上十点档。一播
出就成为热议的话题，每期节目
的普通嘉宾都因此而成为热搜。
但节目收视一路飘红，口碑上
佳，也成为继《朗读者》《见字如
面》后，今年又一档爆款的文化
类节目。

何炅说，对《儿行千里》的质
量和口碑，他一直都很有信心。
节目成功在哪里？何炅也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本身这个节目比
较新，以前没有这样的。而且做
的比较纯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
是识货的。”不过连何炅也说：“我
知道（评分）会高，但是说实话打
到 9 . 1，我还是挺惊喜的，我还跟
我的朋友、家人得瑟了一下。”

虽然节目大部分都是普通
人的故事，但每一次录制听到这
些故事还是让何炅觉得震撼。

“生活其实是最好的编剧，可能
编剧想象的那些情节，他已经觉
得非常煽情或者非常夸张了，但
事实上生活有的时候会给我们
更多的考验。这些故事了不起的
地方是，来的都是普通人，但当
他们遇到一些不普通的人生际
遇时，能够用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去面对。所以这些故事的吸引力
可能就在于，让我们这些同样是

普通人的这些观众，看到这些故
事时，会从中间找到力量，不说
学习吧，但是会被感染。我想这
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来宾最打
动人的地方。”何炅说，有很多人
上完节目之后，也成为了大家心
目当中的“明星”，成为大家心目
当中追随的榜样，这也算是《儿
行千里》的一个特色。

◆ 感动而不煽情 ◆

只许自己哭三次

《儿行千里》中，几乎云集了
所有最触动人心的感情和故事：
游子漂泊，逆境拼搏，爱人别离，
但何炅在投入其中的同时，又娓
娓道来，不过度煽情，清新自然
的风格也获得了观众的肯定。何
炅说：“（一开始）我特别担心就
是做十期，我哭二十次，可怎么
办呢？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比较有
同理心的人，特别容易进到别人
的故事里。但是我们就一直有一
个共识，这个节目其实不是靠眼
泪来打动观众的，故事背后的力
量，温暖和善良的东西是更有力
量的。”

所以，何炅给了自己一个指
标，这一季节目他能哭三次，“现
在已经用掉一次指标”。何炅会
提前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争取就
是把眼泪留在镜头外。“其实在
镜头里哭得多么兴致勃勃，没有
什么意义。你能够给观众带来什
么样的感动，能够把这个力量传
递出去，才是最重要的。”

在节目的背后，何炅说制
作团队花了很大的功夫。“他
们前期把所有的故事都梳理
了，包括前期跟访谈对象的
交流，已经做了百分之九十
的工作了。”他自谦是最后百
分之十的那个呈现者。他也
希望给节目带来不一样的
东西。“我不希望《儿行千里》
是一个板起面孔说教的节
目。我不是故意要加入什么

‘快乐的气息’，而是我本身
就是带着一个放松的心情，来
跟这些访谈者对话的。”

◆ 父母也爱看 ◆

朋友变“自来水”

现在，何炅的父母和朋友
对《儿行千里》评价都非常高，
在朋友聚会时，他也会剧透《儿
行千里》。“我们吃饭的时候，经
常讲到朋友们眼泪哗哗。这些朋
友就都成为我的水军，开始自发
帮我们宣传。之前我就跟魏大勋
还有王鸥讲了谢仁慈的故事，后
来他们俩就都帮我发了微博，我
还真是挺感动的。”

以家风为主题的节目，《儿
行千里》是唯一一档，其中也涉
及到孝道的问题，何炅说尽孝心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最好的方
式，当然是在父母身边陪伴他
们、孝敬他们。但只要有心，孝顺
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我想通过

《儿行千里》告诉大家，有的事情
是你要时时刻刻记住的，有的事

情是你现在不去做将来可能就
没有机会做了。”

何炅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条
件不是特别好，家风就属于特别
朴实的、收入不是很高的家庭那
种家风。“像我爸爸就跟我说过
一句话，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你
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你要懂得去
跟别人合作和讨教。我妈妈跟我
说过，人一定要对别人好，哪怕
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也要对别人
好。因为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
对你好。爸爸妈妈给我的教育对
我影响真的还是挺大的。”

科技综艺哪家强，《机会来了》唐国强！
全国首档生活服务类棚内

科技真人秀《机会来了》第二季
近日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三
位明星观察员唐国强、曹颖、倪虹
洁亮相发布会现场。发布会现场，
三位观察员分享了“用科技改变
生活”的体会，而唐国强依旧言辞
犀利，炮轰“小鲜肉”潮流乱象。据
悉，该节目已于 10 月 11 日起每
周三晚 21 档登陆北京卫视。

曹颖倪虹洁继续坚守

唐国强感受科技的力量

《机会来了》第二季由
北京卫视和英翼传媒联手
打造。第一季节目一经播出，
收视率一直稳定在全国前三，
各项高科技因为《机会来了》而

备受关注，并获得了演艺界、社
会百姓和各界媒体的广泛认可
与好评。

《机会来了》第二季邀请了
三位明星观察员——— 唐国强、曹
颖、倪虹洁加盟。其中，曹颖和倪
虹洁是《机会来了》的老朋友，在
上一季节目中，曹颖和倪虹洁曾
以“梦想使者”的身份参与录制。
另外一位全新加盟的观察员唐
国强，虽说当起观察员来还是

“新手”，可他在科技方面已经颇
有研究。曹颖在发布会现场爆
料：“科技哪家强，《机会来了》唐
国强。唐老师特别认真，想得特
别长远，每一个科技他都会说趋
势在哪里，然后你们要研究什
么。每次说到不足的地方，科技
人员冷汗都出来了。”

对于这档帮助百姓实现生
活诉求的科技节目，唐国强表
示，“一定要做下去，做大做强，
这是一个最好的频道。”首次接
触核心科技，唐国强充满好奇，
他也有很多诉求，希望有多样化
的产品，小到帮助孩子的功课，
大到弘扬传统文化，“比如，我儿
子的数学，如果遇到难题，能有
一步一步的科技教学，再比如说
全国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怎么弘
扬，两岸猿声啼不住，下面是什
么，下面立马跟上。我有很多的
创意提供，我觉得这个《机会来
了》就有太多机会了。”

“小鲜肉”乱象

让老戏骨坐不住了

唐国强不仅是家喻户晓的
实力派演员，也曾因为一代神校

“蓝翔技校”代言人的身份在年

轻人中颇受欢迎。对于当下热议
的演艺市场的乱象及小鲜肉潮
流，唐国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没有成熟，
就已经得到了这么高的赞誉和
粉饰，这不能不感谢公司对他的
培育。但是以前有句话，叫‘峣峣
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太白了就
容易脏。所以（人气）对他们来
说，既是一种宠爱，也是一种束
缚，他们能不能冲出来走自己的
路是很关键的。”

而对于当下“小鲜肉”走到
哪里都有狂热粉丝簇拥的现象，
唐国强也很无奈，“这个问题不
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冰山一角，
你们要找就找怎么造成这个现
象，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他（她）
不懂，比如我参加一个活动时，
我去得最早，看到一个13、14岁的
姑娘举一个大的牌子，上面写着

‘王俊凯’，他们说，这个小姑娘
三天没回家了，我说王俊凯是谁
呢，还在上学呢，就成这样了。”

唐国强希望娱乐圈少些浮
躁，多些沉淀，“我们要从娱乐
走向寓教于乐”，并希望能和

《机会来了》一起履行自己的社
会责任。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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