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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编剧在综艺节目中的
灵魂地位已然得到认可。国内观
众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综艺会
讲故事这件事，可能要追溯到几
年前的《了不起的挑战》，这档节
目就依托一组好演员和好剧本，
成功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在
这档节目中经典的重庆棒棒父
子塑造沙溢“慈父”憨厚的形象，
而岳云鹏下矿井的故事，则体现
了以小岳岳为代表的普通人身
上的胆怯和无法克服的弱点。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综艺本
身就具有一定技术性，也就是
说，剧本的创作难度大于嘉宾的
作用。这个剧本一旦创作成功，
节目也就成功了一大半。最典型
的应该就是一季更比一季好的

《明星大侦探》，每个嘉宾在抽角
色卡时拿到的就是一个属于自
己角色的“剧本”，这可以说是非
常接近影视剧的做法了。

相似的节目还有《咱们穿越
吧》，这个节目已经做到了第三
季（第三季改名为《穿越吧》），节
目里，嘉宾们需要“穿越”到历史
中去，借助对历史情境的“体验”
来传达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历史
文化故事进行了合理的改编演
绎，这就要求编剧在写台本时必
须对每一集的历史情境有一定
的了解，才能融会贯通，适时地
科普又适时地抖包袱。最近大红
的《国家宝藏》，其实最成功的地
方之一也是会“抖包袱”，比如王
凯饰演的乾隆调侃自己的“农家
乐审美”，就是合理的历史演绎。
既无伤大雅，又准确地戳中观众
的笑点，以此形成了宣传点。这
些节目的成功背后，一个好的台
本至关重要，一个好的“编剧”也
至关重要。 豆包

综艺编剧
越来越重要

近日，网上曝光了一段张国
立、王刚、张铁林谈论年轻演员
演技的视频，这样的视频一出就
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因为最近
这两年来年轻演员的演技不管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会成为被
批判的对象。

年轻演员的演技在某种程
度上来说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有
很多的年轻演员在这之前并没
有接触到演员这个职业，所以在
演技上有一定的差距也是正常
的，况且现在所谓的老戏骨在以
前可能也会有演技不好的时候。
就像王刚、张国立、张铁林说的，
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根本没有老
戏骨和年轻演员的区别。因为对
于他们来说所谓的演技都是需
要经验的累积，没有生下来不学
习就会演戏的人，所以说在他们
看来演技这样的东西只要年轻
的演员愿意学习的话就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他们
也有自己的资本，那就是他们有
一定的颜值让观众喜欢，同时他
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怎么
样去做好一个好演员。对于年轻
演员这个词我们不应该用有色
眼镜去看待，相反对于年轻的演
员来说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宽
容。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年轻
的演员除了要学习演技之外更
应该要注重的就是敬业精神跟
专业精神。 张辽

年轻演员
需要成长的机会

近期，一则真人秀《王者出
击》里，做游戏时，奚梦瑶逼着王
嘉尔吃辣椒。这个细节却让微博
炸了。因为，王嘉尔对辣椒过敏。
在节目里，王嘉尔不断地说，我
有病，我过敏，我不能吃辣椒，我
可以“自杀”吗？他甚至都躺到了
地上求饶了，就是不敢吃。

王嘉尔宁愿在游戏里“自
杀”，也不想吃奚梦瑶递来的辣
椒。但奚梦瑶拿着辣椒酱说：“我
知道你有病，所以才会被我打
呀！”王嘉尔迫不得己地吃了一
小口，马上汗水像洗澡一样流下
来。奚梦瑶和尹正等其他队友哈
哈大笑。之后，奚梦瑶并没有放
过他，硬是拉着王嘉尔站起来，
然后和自己一起去商店用掉王
嘉尔的“钱”。

怎么说呢？奚梦瑶和这个节
目组，是有多不尊重人？甚至多
把嘉宾的人身安全当儿戏？半个
月前奚梦瑶在维密上摔跤、摔完
之后嘻嘻哈哈走完全场，当时是
把脑子也一块儿摔坏了吧？

首先，要知道，很多食物过
敏，是可以直接要命的。明知道
别人吃某东西会过敏，会有严重
伤害，还强迫他吃下去，对着他
的过敏反应哈哈大笑——— 以伤
害他人来取乐，这属于什么问
题？幸好，王嘉尔的过敏症状还
不至于送医院，否则，你们公开
录这样的节目，要承担怎么样的
后果？

为什么现在的娱乐圈里，都
喜欢把愚蠢、整人、恶作剧充当
耿直天真的人设？为什么把不懂
事看作是可爱？

现在的明星，特别喜欢设计
出各种各样的人设，以便为没有
什么像样作品的明星加成。像奚
梦瑶这种捉弄人的“傻大姐”，是
有点玩崩了；但之前，明星们是
玩得很好的，还当作重要的造星
手段。

比如靳东，说教系天王，高
冷、有文化、读书人；还在机场摆
拍看书，但整出一个“诺贝尔数
学奖”，一秒钟出戏。

至于女明星们，个个都热衷
的“吃货”人设，一看就很假。个
个都瘦得跟排骨似的，还假装很
能吃，说什么“怎么减肥？像我那
样，拼命吃，自然就会瘦了”。信
吗？买的肉包子是用来闻，不是
用来吃的，吃胖了饭碗就没了。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是小
事，那么最可怕的就是耿直、直
爽、“傻妞”之类的人设了。像迪
丽热巴，这么可爱的美少女，她
接受采访时，当问道：“平时怎么
和工作人员相处”，她毫不犹豫
的回答道：我一去公司就不得安
宁了。有时会抽掉同事的椅子，
有时把同事做到一半的合同删
掉……这种大大咧咧的人设，是
谁教的？

实际上，奚梦瑶在节目中整
蛊王嘉尔，强迫其吃过敏食物，

同样也是自以为可爱；或者是节
目为她设计出来的“可爱形象”。

情商低已不足以形容了，这
是没素质。最可怕的是，把“没素
质”当作性格中好的一面，成为
明星人设中写成宣传通稿的一
部分，这种是非颠倒，也真是绝
了。明星的人设，真是极为尴尬
的一个存在。设高了吧，像学霸、
知识分子、爱读书这些，分分钟
穿帮，变成笑柄。设低了吧，就把
自己设计为没教养、没素质的代
言人了。虽然不能阻止还有粉丝
无怨无尤地跟
从，但终究沦
为笑柄。

这里的
问 题 是 什
么？想不靠
作品，而靠
作品以外的
真 人 秀 或 者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演 戏 ，能
演好吗？能
演多好？

侯虹斌

去年圣诞节当天下午，娜扎
工作室与张翰工作室双双发出
声明，宣布两人已于今年十月中
旬和平分手，等圣诞老人送礼物
的粉丝们初闻震惊，接着开始了
全民大八卦。

为什么张翰和娜扎会分手？
2014 年开始恋情的时候不是曾
经顶住舆论压力很笃定的么？
2015 年微博认爱的时候不是一
张吻照定情很高调吗？前阵子张
翰不是还隔空怒骂粉丝，力挺娜
扎吗？前几天不是还疯传 12 月
就要好事将近了吗？

不少网友变身草根大侦探
开始分析，比如因为恋爱太久再
结不了婚就会分？再浓郁的爱情
后来也会变淡了？难道是因为第
三方插足？难道是花了三年时间
才发现三观不合外加性格不合？

其实看看他们两人几乎一

模一样的声明，里面已经有答案
了：娜扎、张翰已于今年十月中
旬和平分手，结束恋人关系，我
们很遗憾，因为这段感情承载外
界过多关注和压力，也因彼此对
事业的追求聚少离多……

双方已经说明白了，一是因
为外界关注带来压力，一是追求
事业聚少离多。有没有觉得很眼
熟？好像大部分明星分手的声明
里都会提到这两点，比如人气超
旺的韩星玄彬，之前与宋慧乔宣
布分手，最近与刚恋爱满一年的
姜素拉分手，都不约而同地提到
聚少离多。那些曾经众所周知但
没有修成正果的明星情侣在分
手时几乎都这样解释，阿sa和陈
伟霆，孔令辉和马苏，周迅和李
大齐，莫文蔚和冯德伦……

明星真是个神奇的物种，在
恋爱时，和普通人像的比较多一

点，经常会情不知所
起，各有各的花式
恩爱。但分手时刻
一 点 也 不 普 通
人。普通人的分
手 通 常 可 以 有
一万种理由。而
明星则整齐划一
得多，好像都用同
一个模板，分手理
由有且只有两个：
群众关注和聚
少离多，堪称
是一种“套路
式分手”。

感情是一
件很私人的事
情，不想暴露
隐私，不想搞

麻烦，这些动机都可以理解，但
问题是，除了走这两条“老路
子”，难道就没有别的分手说法
了么？毕竟，享受出名的红利、想
爱就爱的时候，你们不提一句外
界对你们的关注和期待，甚至还
经常“逆舆论而动”地放飞自我，
每次到分手时候就赶紧说外界
关注你们了，你们压力大了。这
敢情好事没我们群众的份儿，什
么不好的事都要怪粉丝怪网民
了啊！

当然不是所有明星都是这
种“任性恋爱、套路分手”的模
样，有些明星就做的地道多了。
倒不是说他们就如何披露自己
分手的真实原因了，而是说他们
像个有情感的普通人一样，凡事
有始有终，有着落有交代。我很
喜欢王菲和李亚鹏的分手声明，
一个说“这一世夫妻缘尽至此,我
还好,你也保重。”另一个说“我要
的是一个家庭，你却注定是一个
传奇。怀念十年中所有的美好时
光。爱你如初，很遗憾放手是我
唯一所能为你做的。希望你现在
是快乐的，我的高中女生。”简而
言之就是，两人不同步了，一个
不爱了，一个还在爱。

娱乐圈里混得也是人，人说
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复
杂能复杂到恋爱、分手事事有讲
究，件件有套路。但简单也简单
到，爱就说爱了，分就说爱没了，
其实多大点事啊。所以你们说点
人话，少点套路，走点真心，和普
通人一样，爱不爱的，一切也就
那么一回事，没人会不理解的，
总比急赤白脸地甩锅和缩头强
一点。 帝都小七妹

“套路式分手”真不好看

别把不懂事当成可爱

日前，有网友在澳洲偶
遇周杰伦昆凌夫妇逛街，两
人十分的随性恩爱，周杰伦
还在社交网站晒在澳洲看海
的照片，并和网友互动称：

“ 海 鸟 与 鱼 相 爱 ，猜 一 首
歌。”。引得网友纷纷围观并
留言调侃。
@夏树：真浪漫，海鸟竟然跟
鱼相爱了！
@偷吃可爱多：你是又开始
考粉丝了嘛，但是可不可以
把词记住。
@我真名叫邓超：珊瑚海！

周杰伦看海鸟
让网友猜歌名

蒋欣拍戏想偷懒
遭刘嘉玲拒绝

在电视剧《半生缘》片
场，刘嘉玲饰演的顾曼璐调
侃蒋欣饰演的妹妹顾曼桢，
二人因为下雨天是否接着拍
戏而有争执。刘嘉玲晒出二
人在片场裹着大衣工作的情
景并配文：“曼桢：姐，下雨了
可以收工了。曼璐：想得美，
下刀也得拍。”
@蒋欣：曼桢乖乖听话的。
@EVA佳琪：从羽绒服就看出
了地位不同。
@幻化成蝶：嘉玲姐，我的心
在下刀。

潘长江被死亡
辟谣称还活着

近日，潘长江上传某媒
体报道关于他“去世”的报
道，并发文称“能这么玩儿我
也是服了……放心吧朋友
们，我很好！很健康！还活
着……”。该新闻写道：“又一
位老艺术家离世，网友：一路
走好，天堂安息”，并配有潘
长江的照片。
@欠世界一个富豪：一些老
艺术家每年都得被死两次！
@叫我诸葛先生：潘老师，从
年轻帅到老。
@旭日晨光：问题是到底哪
个老师去世了。

奚奚梦梦瑶瑶被被网网友友嫌嫌弃弃

张张翰翰古古力力娜娜扎扎也也曾曾恩恩爱爱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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