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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N 代”急需创新元素

经过多年市场收视的检验，
老牌综艺节目已成为各卫视占
领市场的中坚力量。但伴随着观
众收视习惯的转变和新兴综艺
节目类型的崛起，“综N代”也需
要在保证原有水准的基础上开
拓创新。湖南卫视两档音乐类节
目《我是歌手》和《我想和你唱》
都在赛制和内容上做了升级，也
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东方卫视
的“保留节目”《极限挑战》则不
断强化节目的公益性和对传统
文化的大力弘扬，与此同时，《欢
乐喜剧人4》也在筹备之中；浙江
卫视的两档王牌节目《中国新歌
声》和《奔跑吧》则走出了一条从

“引进”到“原创”的新路。
不过，这些老牌综N代整体

都面临着收视疲态、观众审美疲
劳已成不争的事实。不久之前，
那英发声明称将不再参加《中国
新歌声》，导师的出走也从侧面
反映出了已经被缺乏新意的综
N代消耗殆尽。所以，在2018年，
资本热情是否还会继续关注综
N代还是个很大的疑问。

有业内人士认为，“综N代”
有成熟的观众基础，无论收视还
是节目口碑都有一定保障，无论
制作方还是播出平台也将本着
保证节目优势的前提下“有条件
创新”，进一步培育观众的收视

习惯。另一方面，近年来原创性
和公益性成为电视节目制作的
风向标，在“综 N 代”中进行“实
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制播
上的试错空间。

新节目有望涌现“黑马”

与前几年相比，今年创新类
型的综艺节目如雨后春笋，不仅
文化类节目持续火热，“慢综艺”
更是异军突起成为新热点，而科
学类节目经过几年的厚积薄发，
也有望在明年迎来井喷。

文化类综艺在今年继续扮
演着一众创新类型节目中的热
点角色，但从节目类型和内容上
也有趋同的迹象──诗词、传统
文化、阅读和纪录片成为主流，
更多新类型节目已难得一见。面
临同样问题的还有今年兴起的

“慢综艺”，各卫视“百米冲刺”式
的过度开发让此类节目不到一
年时间便已渐露疲态。随着《向
往的生活》《中餐厅》的兴起，从
今年9月份起，各一线卫视开始
聚焦慢综艺。明年，湖南卫视还
将继续推出《向往的生活2》和

《中餐厅2》；浙江卫视的招商名
册里则出现了《同一课堂》《一间
私塾》和《诗和远方》等慢综艺。
整体来看，明年的电视荧屏，慢
综艺已渐至饱和。

相比之下，科技类综艺节
目有望成为明年的亮点，《最强

大脑》《加油向未来》《我是未
来》等一批“坚守者”让科学走
进大众，并逐步获得观众和市
场的认可。明年，将有更多科技
类节目上档，科学也将以更加
接地气、更多正能量的方式呈
现在荧屏。

比如在新兴的科技综
艺方面，2018 年，湖南卫
视在《我是未来》上又增
加了两档科技节目《未
来游戏》和《我要上太
空》，江苏卫视推出《超
级战队》，东方卫视则有

《智造未来》。《中国有嘻
哈》带动的嘻哈元素的
爆红，也让与其相关的
街舞元素流行起来，舞
蹈类节目紧随其后，
浙江卫视推出《新舞
林大会》；东方卫视
一口气开启《舞韵中
华》《舞力全开》《花
样舞王争霸赛》《星
动舞台》四档舞蹈
类综艺；再加上
如今正在北京
卫 视 播 出 的

《舞力觉醒》，
明年的综艺
荧 屏 ，舞 蹈
类综艺开始
占 据 重 要
位置。
本报综合

聚焦非遗的影视作品近年
来不断出现在观众的视野，最
近，以明星作为传统技艺的体验
者与代言人的《百心百匠》热播，
又将安静的非遗与真人秀相结
合，展现出不一样的老手艺“慢
综艺”。在这个节目里，老匠人和
他们秉承坚守的传统技艺才是
真正的主角。而所有嘉宾明星均
为零片酬出演。

李亚鹏变学徒

“明星不算什么”

在第二期节目中，化身传统
技艺的体验者与代言人的明星
们选择了最“匹配”的传统技艺，
拜访古琴大家裴金宝及中国十
大斫琴师张建华的是“音乐才
子”李泉，前往西安学习古法造

纸技艺是已然扶持西安蔡侯纸
工艺匠人3年之久的李亚鹏。李
亚鹏上山砍造纸原料红构树时，
因全情投入而忽略马蜂，被蛰了
眉毛。节目中明星褪去光环，在
大师们面前成为一个个普通而
又勤恳的学徒。李亚鹏就对张逢
学的孙女表示，“明星不算什么，
你爷爷才厉害。”

在节目中，众多老匠人纷纷
展示自己的拿手绝活：修琴大师
手法娴熟，顷刻之间将琴弦复
位，使之重焕生机，修琴手法之
流畅美不逊于演奏技法之灵动
美；从扎紧腰带到用鞋底磨刀再
到手起刀落、纸条落地，镜头切
实捕捉到了大师行云流水一般
切纸的全部过程和动人细节，似
是“庖丁解牛”的别样再现……

聚焦匠人精神

非遗传承者成爆款

近年来，非遗传承人频频被
聚焦，接待数十个拍摄团队是家
常便饭，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濒临
失传的技艺，非遗传承人们表示
很开心。

这些守护非遗技艺的匠人，
不断以纪录片的形式“火”起来。

《我在故宫修文物》针对故宫手
艺人，《本草中国》针对中医药传
承人，《手造中国》针对景德镇瓷
器制作；《了不起的匠人》《寻找
手艺》《百心百匠》等则有一个相
对宽泛的老手艺老匠人主题，非
遗技艺纪录片一部接一部，口碑
和热度不减。从去年的《传承者》
到今年 10 月，三个外行人拍的

《寻找手艺》，也在 B 站火线走
红。《百心百匠》李亚鹏到西安学
习古法造纸，在低调播出的情况
下，网络点击量也不俗。令人感
叹的是，“信仰的力量是伟大的，
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传承一
门慢节奏的民间手艺，每个观众
都能在他们的影像背后，看到一
种难以磨灭的匠人精神。”这类
纪录片人文主题类似，但表达方
式千姿百态，都能带给观众一种
走近非遗的感受。 张楠

近日在安徽卫视《家风中
华》的节目录制现场中，主持人
杨澜笑谈并奉上另类“养生秘
诀”，首次在节目中展示自家

“家风”，引发在场观众热议。
自1967年起，当时已年过花

甲的汪荣房因受到嘱托成为
“山中信使”，坚持为乡村里的
所有乡里乡亲义务送信十几
年，并且将这份使命传给自己
的后三代人。杨澜风趣地说道：
汪老把送信当成养生的一个办
法，以后微信群里又会发一个
新的“怎么样才能活到老并且
健康长寿，还快乐？那就是饭后
没事儿去送信”。幽默的打趣也
引起在场观众大笑连连。

除此之外，杨澜也首次在
节目中分享了自己儿时助人
为乐的经历。当时还是小学生
的杨澜日常便开始帮母亲做
家务，而母亲对杨澜提出一份
特别的要求，令其除了将自家
的地面清扫干净后，也要把邻
里间共用公共区域打扫干净。
这也是杨澜首次在节目中透
露其自家家风，也正是因为杨
澜一家多年以来的言传身教，
也让邻居们纷纷效仿将这个
美德延续下去，小区多年如一
日的格外干净整洁。 李昭

杨澜谈家风
自言受母亲影响 《百心百匠》：明星零片酬代言非遗

近日，影视明星唐国强、
韩雪、王姬、卢奇、刘劲、孟茜
等出席健康宣传活动。

现场，韩雪作为演艺界代
表，在发言中提到因为自己的
妈妈是医务工作者，所以家里
做饭时一直注意少油、少盐、
少糖，保持食材最原始的味
道。而作为女演员虽然需要经
常熬夜作息不规律，但自己不
拍戏时会坚持十二点前睡七
点起，睡前少看手机，并主动
减少无用社交，平时尽量不看
朋友圈，少刷微博多看书。

作为革命主题影视剧的
专业户，现场唐国强、卢奇、刘
劲等老艺术家也透露了自己
的健康观。唐国强透露在拍摄
期间，自己经常需要根据角色
各种突击增肥减肥，再加上连
续高强度拍摄，身体很容易吃
不消。而且自己患有严重的糖
尿病，所以需要随身携带胰岛
素，但因为行程太过繁忙经常
忘记，也希望未来能有专门提
供精准健康通知的仪器，来提
醒患者们不要忘记带药品。之
后说到食品安全时，唐国强开
玩笑表示，演员们是地沟油的
最大受害者，“因为在剧组天
天都得吃盒饭！”

之后演员孟茜也分享了
自己的养生心得，“现在很多
人都没有吃早餐的习惯，特别
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觉得这
个习惯是相当不好的。”并提
出建议，希望女孩子们一定要
早睡，晚睡熬的是心血，一定
不能拿年轻当资本去换成功。

冬冬

唐国强吃盒饭
称是地沟油受害者

“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
备！”“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都是几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
什么聊斋呢？”“你叫小陀螺？怪
不得我这么想抽你呢！”细数潘
长江蔡明两位喜剧大咖在春晚
舞台为我们带来的经典小品和
段子，这俩人总是在怼来怼去，
而且总以潘长江的失败告终，
让蔡明“毒舌女王”的形象格外
令观众印象深刻。但是在湖北
卫视《我为喜剧狂》中，观众们
不仅能看到他们的互怼和包
袱，还能感受到这对搭档不需
语言沟通的心灵默契。

在第五期《我为喜剧狂》
中，选手叶薇在选择喜剧合伙
人时脱口而出：“我选潘长江老
师，但我也特别喜欢蔡明老师，
你俩是在一起的！”蔡明听到立
马连连否认：“我俩没有在一
起！”潘长江打岔：“别吓唬孩
子，在一起就在一起，又能怎么
样！”蔡明都听愣了：“你看观众
们都不信！”这可把潘长江的心
气儿挑起来了，立刻高声问现
场观众：“信不信？”说的蔡明一
脸无奈！ 文君

蔡明潘长江
春晚情侣“闹分手”

2018 综艺新趋势

“综 N 代”扎堆 舞蹈类综艺崛起
2018 年临近，各大卫视综艺节目布局也有了新的变化。湖南、

东方、浙江、江苏等卫视都在近期公布了 2018 年的综艺节目布局
规划。从目前公布的计划来看，各卫视老牌“综 N 代”依旧是周末
黄金档的主力；而今年一众文化类、科技类节目和“慢综艺”的崛
起也为明年的综艺“战场”增添了新的变数。

蒋蒋昌昌建建

《《中中餐餐厅厅》》赵赵薇薇出出任任女女店店长长

李李亚亚鹏鹏拜拜蔡蔡侯侯纸纸工工艺艺匠匠人人张张逢逢学学为为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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