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Vshow 综艺 2017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五 编辑：逯佳琦 美编：王宁36

《中国情书》：
老戏骨带你重温历史

隔记者 权震乾

年末将至，各大卫视为了争
夺收视率，拿出了看家本领，在
各卫视正在热播的几档综艺中，
尽管类型各不相同，但各有各的
精彩。最有福的还要数观众们，
从以前一到周末，追看一档综艺
节目变成了几档综艺之间来回
切换。除了节目自身精彩外，嘉
宾们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节目
外，都用自己不同的形式，为观
众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谈资。

《亲爱的客栈》

阚清子爆料演员不敬业

即将播完的《亲爱的客栈》，
收视表现不俗，主打客栈体验经
营，泸沽湖的美景加上几位嘉宾
之间极为舒服的相处方式，都为
这档慢综艺增色不少。

而《亲爱的客栈》也带火了
一对甜蜜的明星情侣——— 阚清
子、纪凌尘，二人之间自然接地
气的相处和互动，为节目制造了
不少话题。原本连二线都算不上
的两位明星，通过《亲爱的客栈》
博得了观众不少好感。

上周《亲爱的客栈》再上热
搜，节目中，阚清子在和刘涛陈
翔家常聊天时，爆料自己拍戏
时遭遇女演员不能演的比她
好，还加量不加价爆了另一个
男演员不看剧本的猛料，这段
爆料直接把她送上了微博热搜
榜榜首。

且不论爆料是真是假，阚
清子这不实名爆料可是给自己
惹了一身麻烦，广大网友发挥自
身的八卦作用猜测阚清子口中
的演员是谁，一些演技不好的流
量明星都成了猜测对象。身在娱
乐圈这么多年，阚清子这口无遮
拦倒是一点没变，对于节目热度
虽然有一定帮助，但风评却以负
面为主，逼得她最后不得不道歉
了事，也降低了一波公众对她的
好感度，可谓得不偿失。

《演员的诞生》

袁立与节目组“恶斗”

与阚清子相比，更敢说的袁
立则更加“生猛”，她的爆料是针
对目前话题度最火的综艺节目

《演员的诞生》。
袁立承认节目有黑幕，而自

己本来是黑幕的受益者，却因为
节目组未按承诺所定将她保送
晋级而恼羞成怒，甚至不打马赛
克直接把艺人统筹也送上了审
判席，这种“自杀式攻击”前所未
见。浙江卫视给出的回应则是工
作人员私自承诺，将进行处理，
相关工作人员随后自己辞职。

袁立发文讨伐浙江卫视有
两点：一是质疑节目剪辑混乱，
有导向性的让观众认为她疯了；
另一个则是承诺让她晋级却在
录节目时变卦，而原本该签的合
同也是在节目录完之后。这两个
爆料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原
来节目之中是否晋级并不由观
众决定，而是全听节目组安排？
那么之前明明演的更好的任嘉
伦和黄璐遭遇淘汰，则更引起网
友质疑。一档节目打着竞技的旗
号，却内幕重重，本应透明的节
目规则也遭制作方把控，观众对
于节目的期望值因此大打折扣，
也只能说节目组种了什么因，就
会结什么果。想要重新赢得观众
认可，只能少一点套路，多一点
真诚。

综艺不弄出大动静就没看点？

近日，国产原创历史体验
真人秀《穿越吧》第三季正式开
播，开心麻花喜剧演员常远加
盟“穿越家族”与张国立、宋小
宝、冯雷、黄小蕾等人一起开启
穿越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常远此次
在节目中，一展自己在戏曲方
面的实力与才华。在被张国立
打趣是个“角儿”后，常远索性
即兴来了段《唱脸谱》，清脆饱
满的唱腔一开口就气势十足，
展现了扎实的基本功。在最终
的擂台演出中，常远身着靓丽
粉色长褂出场带来了精彩的京
剧《挂画》片段，表演中的微表
情尽显俏皮可爱。在同伴站到
椅子上表演时，他更贴心地帮
忙扶住椅子保护同伴安全，收
获了络绎不绝的掌声与叫好
声，也有不少网友为常远的暖
心点赞。

能够完成大戏的表演，对
于从未进行过京剧表演的常远
来说也是一次新的尝试，他与
大家的完美配合也让更多的观
众了解京剧文化，感受京剧魅
力。常远出生相声世家，从小就
跟随爷爷学习相声，六岁登上
春晚舞台演出，更是自创了用
粤语唱快板的舞台先河，以独
有的形式继承传统文化，极具
匠人精神。此前常远在喜剧舞
台上以优秀作品给大众留下深
刻印象，本次作为常驻嘉宾加
盟综艺《穿越吧》，精彩表现引
观众期待。 杨阳

常远尝试京剧
张国立称是个“角儿”

TFBOYS 由 3 个平均年龄
17 岁的少年组成，形象俊美和
轻快的曲风很快就受到大众欢
迎。近日，成员王源参加综艺

《青春旅社》，担任节目常驻班
底，各种贴心举动狂圈粉。在该
综艺 1 2 月 1 0 日播出的节目
中，王源透露让他开始写歌是
因为“陈奕迅的一句话”，在网
上引起讨论，登上微博热搜。

《青春旅社》最新一集中，
王源主动问嘉宾李治廷说：“你
知道我为什么开始写歌吗？”下
一秒自答是因为“E 神”陈奕迅
的一句话，接着解释“他说以后
你要自己写歌，当个好的歌手，
然后我说我会啊，他说‘你有灵
感就把它录下来’”，于是他之
后就录了自己第一首歌。

听见王源开始写歌的原因
后，李治廷总结似地回应“都是
因为陈奕迅的一句话”，同时字
幕放上王源手比爱心的图，并
写下“前辈的话，一直记在心
中”的话。

这个小插曲在网上引起了
网友的讨论，登上热搜，网友们
看了纷纷表示“他很多次在公
开场合提到是陈奕迅教他的这
个方法，是一个很感恩的好宝
宝”、“会感恩的宝宝，路才会走
得更远”。

事实上，今年 17 岁的王源
从 14 岁开始写下第一首给粉
丝的歌《因为遇见你》后，陆续
还创作了《最美的时光》、《杨光
不锈》、《十七》和《骄傲》等 4 首
歌，努力实践前辈陈奕迅告诉
他的话。 金田

王源写歌
源于陈奕迅一句话

近日，2017中国综艺峰会在
厦门盛大开幕。本次峰会共评选
出了上百位“匠心级”和“年度匠
心级”工种奖项，其中不乏《中国
有嘻哈》、《极限挑战》、《奔跑
吧》、《向往的生活》、《吐槽大会》
等上百部热门综艺的制作团队
和《我是演说家》第三季、《朗读
者》等九部盛典作品。

刘维、王迅、华少、李诞、陈
鲁豫、张绍刚、黄旭等人均获荣
誉嘉奖。获“年度综艺艺人奖”的
刘维在领奖时激动发表获奖感
言：“很感谢大家，我是真的很优
秀，是走口碑路线的，一口传一
口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除此之外，张绍刚、华少、尼
格买提、路论一等人获“年度匠
心主持人奖”，除了获奖感言，张
绍刚希望大家能多支持即将与
大家见面的《吐槽大会》第二季：

“我有一档节目要上线了。”华少
风趣接话：“我没有节目要上线，
因为我节目永不下线。”

本次盛典共选出上百位“匠
心级”和“年度匠心级”工种奖
项，也为上百位辛勤耕耘的幕后
工作者领发荣誉和嘉奖，华少也
在盛典上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在这儿，主持人是艺术家，请各
位导演让我们少念点广告，展现
中文语言的智慧，让主持人的语
言智慧成为视频节目当中2018
年更亮的一抹色彩，我们不比流
量艺人差。” 刘佩姗

华少喊话
主持人不比艺人差

又一档文化类节目成为了
爆款！近日，东南卫视联合海峡
卫视共同打造的全新节目《中国
情书》正式开播。首期节目中，鲍
国安、石凉、宋春丽等艺术家们
精彩再现了周恩来、彭雪枫、冼
星海等伟大历史人物的情书，让
观众们在这些信件当中，了解到
了一段段尘封的历史。

每封情书都是一段历史

《中国情书》让观众们重读
百年经典情书，感受了国人的

“家国情怀”。在中国工农红军和
新四军高级将领彭雪枫的情书
中，我们读到了他作为革命者的
铁骨柔肠。战场上“到处都是敌
寇的硝烟”，但他对于妻子的爱
和思念也在继续。

在冼星海的情书中，我们了
解了《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背景，
也了解到他与妻子因战乱而相
隔天涯的无奈。一封“平安家书”
所有的苦和痛都压在心里，思念
妻子，更惦念母亲。

同样，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往
来情书，也展现出了他们对于国
家和彼此的深爱。作为革命伴
侣，互相支持与鼓励，他们通过
书信分享工作的进展和胜利的
喜悦，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这对革
命伉俪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

老戏骨朗读引观众共鸣

在《中国情书》的首期节目
中，很少参加综艺节目的老艺术

家们纷纷亮相，代入感十足。鲍
国安、宋春丽等艺术家级别的

“老戏骨”们，为观众们动情地再
现了一封封情书的感人瞬间。

据悉，这些艺术家们登台之
前都做足了功课。比如，为了更
好地展现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
长彭雪枫将军写给他孕中妻子

林颖的情书，已经 71 岁的国家
一级演员、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鲍
国安，换上了新四军的军装，满
怀着爱意、声情并茂地朗读，让
观众看到了一个戎马一生智勇
双全的大将军，以及他作为丈夫
和父亲的铁骨柔情。还有著名演
员石凉朗读的冼星海家书，他也

用自己留学国外的亲身感受，深
情再现了当时贫病交加的冼星
海的历史处境。为了更好地体现
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情感，艺
术家宋春丽用塑造角色的方式，
走进邓颖超的人物角色当中。在
宋春丽的演绎中，观众们看到了
邓颖超作为妻子的唠叨、柔情。

“演读”成文化综艺新模式

《中国情书》的首期节目播
出后，很快就受到了观众和网友
们的一致认可。节目播出期间，
网友纷纷对节目进行评论，不少
网友被节目中周恩来、冼星海、
彭雪枫等人的情书深深感动，更
对家国情怀与爱情、亲情感同身
受，抒发情怀，引发共鸣。知名评
论人十点读书、思想聚焦更是对
节目做出优质评价，引发网民热
议。“中国情书”引发了全民参
与，诸多网友都纷纷留言，将自
己最喜欢的情书情话留言转发。

节目中透过一封封情书，所
呈现的历史背景、家国情怀、亲
情爱情以及为人民对于国家、革
命、工作的积极态度，都深深地
感染了观众和网友。这种不同于
寻常朗诵的“演读模式”真正将
观众的情绪与心理带入情景中，
加之老艺术家声情并茂、饱含情
感的现场“演读”，才真正的做到
了以“情书”为载体、以“朗读”为
形式，向观众传递最具正能量的
历史观、生活观和价值观。

本报综合

阚阚清清子子

鲍鲍国国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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