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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记者 张金菊

湖南卫视《儿行千里》自开
播以来，以平凡人的家风故事为
主题，因其清新动人的风格备受
观众的好评，并成为目前收视率
最高的卫视文化类节目。究竟这
档豆瓣评分比《见字如面》还高
的清流节目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近日，本报记者赴湖南探班节目
录制，《儿行千里》总导演王琴也
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现场：

山东边防维和部队亮相

《儿行千里》本季共10期节
目，每期有两个家风故事。10月
13日，最后两期节目进行录制。
本报记者在录制现场发现，来自
山东省公安边防总队青岛支队
的小伙子们将在第九期节目中
讲述他们离家万里的维和故事。

杨帆，来自山东省公安边防
总队青岛支队，2015年-2016年期
间和战友远赴距离家乡13000公
里之外的非洲利比里亚执行维
和任务。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并被联合国授予“和平勋
章”，还获得了利比里亚总统约
翰逊·瑟利夫的称赞。

身在非洲，杨帆和他的战友
要面对炎热的天气和完全迥异
的饮食，还要面对疟疾等各种疾
病的威胁，在处理部落冲突时甚
至面临生命的威胁。但在他们背
后，是牵挂他们并给他们支持的
家人。杨帆的父亲也是老边防，

虽然父母一开始对杨帆去参加
维和有很多顾虑，但后来却义无
反顾支持他。节目现场，说到对
儿子身在异国的担忧，杨帆父母
忍不住落泪。两代人共同为边防
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

《儿行千里》总导演王琴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

《战狼2》之前，节目组就在关注
维和士兵这个群体。“大国崛起
的背景下应该有中国人的声音，
维和的汉子也是我们一直关注
的，我们联系过不同的部队，有
的在那边就没办法回来，所以一
直到了最后才找到了合适的方
式，也得到了山东边防的支持。”

幕后：

嘉宾都经得起道德考验

《儿行千里》中关注的都是
普通人的家庭，但这些普通人在
节目播出后，却成了“明星”。这
些家庭是如何选择的呢？王琴
说，节目找题材是最难的：“我们
的节目是一个寻找家庭、家风的
节目，所以其实寻找的家庭是要
有家风的，这是最起码的标准，
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儿行千里’。
这两个硬标准把很多特别好的
故事卡在了门外。”王琴说，第一
期是这个节目最困难的，因为需
要不断摸索确立节目的风格和

主题。“第一期选定题材的时候，
过了110个故事，只用上了几个，
筛选量非常大。”

节目组成立了12个故事小
组，同时去找题材，找过上千个
家庭，但最后用的只有20个。在
节目播出时，为了节目可看性也
有一定的标准，王琴说：“故事的
类型不能重复，同类的故事只选
一个最好的。通过这些故事不同
的标签来进行搭配，而且一期两
个故事画风也不能太一样。”

“已经有一些光环的名人，
能不能带来正面效应也说不
好——— 这个节目很多时候从道
德层面上去衡量一个人，但能禁
得起衡量的人又有多少？”王琴
说，节目选择普通人而不是明星
是有很多层面考量的。“最开始
专家们也都说，你们是一个家风
节目，要多方面调查，节目组是
问了很多街坊领居的，一个做家
风故事的栏目，真的不要播出了
之后会有被诟病的地方，这是一
个做家风的故事不允许的。”

《儿行千里》收获好评，主持
人何炅也功不可没。谈到何炅的
表现，王琴说：“大家难道不觉得
这档节目是为何老师量身定做
的吗？何老师一直有这样一面，
大多数观众看到更多的是他主
持综艺节目，但是我跟他认识合
作十几年了，我做晚会做得比较
多，金鹰节颁奖晚会每一届的主
持人都是他，每一届晚会都有故
事的部分，跟他一直都有类似的
合作。这是我们彼此的信任。”

史上导师任期最长的那英
日前宣布暂别导师席，“是时候
要休息一下了”。导师更换本属
正常，但六年来发掘培养出梁
博、张碧晨等一众华语乐坛明
日之星的导师届“扛把子”那英
宣布离开，却引发无数猜测，余
波未平。浙江卫视《中国新歌
声》节目组第一时间发布声明，
回应外界关于离任的诸多不实
猜测。声明称：浙江卫视和节目
组与所有优秀音乐人的合作都
是长期且深入的，与那英未来
仍将继续合作，那英工作室也
转发微博表示肯定。

目前，浙江卫视与灿星制
作已经开始与华语乐坛最具影
响力和号召力的音乐人广泛联
系，确立浙江卫视第三季《中国
新歌声》的导师阵容。 冬冬

那英卸任导师引谣言

鲁豫当导师压力大
黄子佼笑说让她退出

10 月 16 日，北京卫视《我
是演说家》第四季新闻发布会
在京举办。四季节目的“元老
级”导师陈鲁豫与新晋导师黄
子佼携手亮相。

《我是演说家》第四季将上
演新老战队 PK 赛。在每期节
目中，黄子佼战队将会有四名
新晋选手登台演讲，进行组内
PK，随后由黄子佼参考现场观
众投票选出胜出者，并与鲁豫
战队再度 PK。

鲁豫也对两人的首次合作
进行了调侃：“以前我们连面都
没有见过，这回是我们第一次
合作，就像俩人没有谈过恋爱
就直接进‘洞房’。但我们的第
一次合作就让我瞬间明白与身
边这个人是合拍的，非常愉
快。”然而，和谐的氛围还没持
续多久，两位导师就开启了“舌
战”模式。黄子佼放话给鲁豫
说：“我的选手我负责，他的故
事你等着。”鲁豫直言压力很
大，黄子佼顺势开玩笑道：“那
你就直接退出好了。” 翁君

吴尊想看
杨洋当实习奶爸

10 月 15 日，《爸爸去哪儿》
第五季嘉宾吴尊接受全国媒体
采访。节目自开播以来，吴尊的
两个小孩因为独立、乖巧的性
格备受网友喜爱。被媒体问及
是否有让孩子进演艺圈的打
算，吴尊坦言：“我不会帮他们
规划人生道路，我觉得最重要
的就是他们的个性，假如有一
个好的个性，其实做什么东西
我觉得都会做得不错。”

由于生活在文莱，吴尊的
两个小孩中文都不是很好，尤
其是弟弟 Max，在交流上存在
很大障碍。对此，吴尊很心疼：

“我觉得 Max 很可怜的就是他
不会跟大家用中文交流，很多
东西他不知道怎么样表达，只
能转化为行动，可是用行动跟
小朋友交流也有一点难，因为
小朋友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前段时间刚刚在《武动乾
坤》中与杨洋合作的吴尊还称
赞杨洋努力、有耐心，当实习奶
爸应该没问题。“杨洋来当实习
奶爸应该会不错，因为我觉得
他自己本身很努力，也很有耐
心，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瑞恩

《儿行千里》总导演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上千个故事挑出二十个上节目

杨杨帆帆（（左左二二））讲讲述述维维和和故故事事

《青春旅社》大厨当家

说好的风花雪月变吃货大会

□记者 逯佳琦

远离繁华都市的喧嚣，慢下
脚步去感受身边的鸟语花香，看
够了明星撕名牌，观众的视线开
始转向诗和远方。湖南卫视《中
餐厅》的好评向人们证明了慢综
艺的潜力，最近一段时间，快节
奏的真人秀综艺降温，开餐厅、
盖房子等慢综艺逐渐成为各卫
视的标配，东方卫视《青春旅社》
也顺应潮流热烈开播，出乎意料
地让人眼前一亮，有观众直言：

“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模样！”

王源性格鬼精灵

戴军被赞“机器猫”

在《青春旅社》中，11位主人
公相聚在青春旅社共同创业。王
源、景甜、何穗、李小璐、程晓玥、
赵英俊、李静、戴军、郭劲岐、王

自如、狄倩伊分成两队分别经营
两家旅馆，两家旅馆风格迥异，A
栋时尚现代，B栋宁静温馨。11位
嘉宾来自各行各业，有著名主持
人、演员、超模、运动员甚至还有
美食家和时尚博主，不但有俊男
美女，而且这11位嘉宾的年龄层
还横跨70后到00后。

王源的加盟给足了观众期
待，真性情的王源也用实际行动
向观众们证明，自己并不仅仅是
人帅歌好听。在首期节目中，大
家互相自我介绍，王源大胆自曝
假唱，耿直的态度让观众直呼：

“为你的实在操碎了心”、“他可
能忘了这是上节目”，虽然自称
什么活都不擅长，但是王源也表
示可以随叫随到为大家跑腿服
务，谦虚的表现不但被前辈们称
赞为“一百分的明媚态度”，也俘
获了不少观众的心。

有观众评论称，看到王源就
像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爱吃贪玩但鬼精灵讨人喜欢。
节目中的王源几乎没有闲下
来的时候，拉客、跑腿活力满
满，在外出采购时更是展现了
藏私房钱的绝技——— 鞋内藏
钱 ，看 到 这 里 ，有 观 众 评 论 ：

“藏私房钱也需要天赋”、“太
喜欢这种聪明的小哥哥”。

在这档节目中，新朋友的
交往有意思，老朋友的相处模
式也值得我们学习。戴军和李
静是搭档1 6年的好友，台上的
两人默契十足，让观众想不到
的是，生活中的两人也正好优
势互补。李静大大咧咧生活能
力不强，玩《天黑请闭眼》时也
是状况百出，戴军则带齐了几
乎能用得着的所有装备，包括
应急照明灯、驱蚊灯、睡袋，甚
至还有带有照明灯的帽子，被
其 他 嘉 宾 称 赞 为“ 机 器 猫 ”、

“万能创可贴”。

星素结合有火花

大厨坐镇节目变吃播

明星的表现不俗，《青春旅
社》中的素人嘉宾却难能可贵的
没被明星光环淹没。顶着郑恺女
友身份被观众熟知的程晓玥加
盟《青春旅社》，大方的表现展示
了作为时尚博主不俗的社交能
力，女生在一起的话题格外多，

程晓玥和超模何穗不但每天畅
聊不断，还被何穗无意间透露出
两人的聊天话题竟然是程晓玥
的感情问题。

此外，节目中被观众评价为
长得超像林依晨的狄倩伊也引
起了观众的注意。早上五点多，
当其他人还在睡梦中时，狄倩伊
已经起床充满活力的为大家准
备早餐，高超的厨技甚至引得对
手组的成员纷纷“叛变”，王源更
是热衷于找她蹭饭，厨艺刚被客
人嫌弃的赵英俊对狄倩伊做的
点心赞不绝口：“你看人家做的
松饼，既有巴黎的样子，又有巴
黎的味道”。

有狄倩伊、戴军这样的大厨
在，《青春旅社》的三餐展示甚至
超越了经营旅店的大主题，王源
吃饭太香让人看着就有食欲的
画面更是被观众做成了动图表
情包。在三餐之外，嘉宾们的吃
货属性也暴露无遗，景甜完美展
示了“小身体大容量”的特质，刚
进门就蹲地吃西瓜，帮赵英俊做
饭时在一边大口啃西红柿，景甜
的吃货属性展现无疑。节目中，
爱吃还身材一级棒的超模何穗
给了吃货观众一剂定心丸，就像
她自己所说“谁说吃得多就不能
做超模？”，戴军炸的猪油渣成了
她的小零食，一口一个吃的不亦
乐乎，看不下去的队友笑她：“你
要记得自己是个超模！”。

众众嘉嘉宾宾变变身身““吃吃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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