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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张召忠术业有专攻

文化类节目是马未都的最
爱，今年参与的8档综艺中，有6
个文化节目。马未都告诉记者，
做博物馆是他现在的主业，参与
各种节目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知道自己的博物馆，“我们进入
了媒体时代，就必须注重在媒体
上的宣传。不注重宣传，连生存
都会有问题。”

另一个术业有专攻的是张
召忠，作为军事类节目的常客，
他也在微博上自称为“老电视民
工”。他今年参与的13个节目中，

有8个跟军事时事有关。只不过
跟以前相比，“局座”现身的地方
越来越多元化，除了央视和各大
卫视，他还参加各种视频网站的
自制综艺，甚至还录制了好几档
音频节目。

老年网红人气高

对这几位老年“网红”来说，
脱口秀几乎是人人必备的。年
初，王刚和唐国强一同参加了

《吐槽大会》。因为在语音、语调、
眼神、动作等多方面的完美表
现，坦荡“自黑”、风趣吐槽的王
刚、唐国强受到网友热捧，也让

观众对于老戏骨上脱口秀充满
了期待。

而作为曾播讲过经典小说
《夜幕下的哈尔滨》的人，王刚还
参与了《中国故事大会》，在网络
时代又秀了一下自己的看家本
领。在马未都看来，脱口秀是个性
的表达，“我们过去看的是共性的
表达，对一个事情的剖析，可能许
多媒体都是一样的，现在人们就
开始关注一些个性的表达。”

女性脱口秀仍然稀缺

在诸多老年网红中，基本都
是男性，60 岁以上的女性只有

刘晓庆。参加了《脱口秀大会》和
《王牌对王牌》之后，她开始在情
感真人秀《但愿人长久》中担任固
定嘉宾。但和其他更倾向于在各
种文化节目里“说”着参与的男性
老年网红相比，刘晓庆还参与各
种户外活动，甚至挑战高空跳伞。

除了综艺节目，几位老年网
红也会因为其他原因引发热议。
张召忠多次因为评论军事热点
而引发关注，唐国强则数度因为
表情包、视频等变成网络热点，
因为演绎角色众多，且时间跨度
大，网友称他为“承包了中华上
下五千年的男人”。 王雪琦

脱口秀节目制造老年“网红”

综艺节目不是只会折腾歌
手，现在有节目聚焦在演员的演
技上，不管是老戏骨还是流量担
当都加入到这场话题大战中，吸
引了不少看客的关注。将于 1 月
6 日登陆湖南卫视的声音竞演
秀节目《声临其境》，将焦点放在
了演员的“台词功力”上。近日，
这档节目在长沙开录，第一期邀
来了张铁林、宁静、陈建斌、唐国
强四位气场强大的“老戏骨”加
盟。他们将通过经典影视剧片段
配音、经典广告词演绎、声音大
秀等环节，用他们独特的声音魅
力来征服观众，角逐出一名“声
音之王”。节目录制结束后，张铁
林和宁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老戏骨”展现台词功力！

要回归和敬畏原声

张铁林曾经拍摄过《还珠
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经
典作品，近年虽然淡出荧屏，但

“皇阿玛”的形象深入人心，登
场自带“威严”气息。这次录制

《声临其境》，最初躲在镜头后
的他成为了观众最难猜透的声
音，可见他对声音的熟练掌握
和运用。张铁林认为，现在很多
电视剧不用原声，其实是人类
的“倒退”，“电影从无声到有
声，语言传达人物的精神。今天
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最能够
体现人物精神的声音都没有
了，我觉得人类是倒退的。我和
宁静合作这么多年，老戏骨，我
们都非常重视人物角色的台词，

这个节目希望大家看到我们演
员不只是用形体、用脸演戏，我
们会锤炼自己的声音，作为创作
的重要机体去塑造角色。”

宁静作为首期节目里唯一
的一位女嘉宾，也呈现了非常优
秀的声音表演。她认为，声音是
演员的符号之一，口音不是问
题，“你认识这个演员可能也是
因为他的声音。五花八门的声
音，你是记不住的，演员还是要
有自己的符号。应该允许有个人
特色，可以有口音，台词只要跟
戏、人物本身是关联的，就是他
的特点。”

流量担当“台词”差？

不能对流量演员要求太高

近年娱乐圈对于“数字小
姐”的讨论很高，甚至有很多演
员都出来爆料，一些当红艺人在
拍摄剧集时不背台词，反而是用

“1234567”的数字来代替，片方经
过后期配音，大多数观众基本看
不到其中的“猫腻”，但这种做法
给对手演员带来很大困扰。宁静
和张铁林说，他们目前还没有遇
到过“念数字”的年轻演员。

由于张铁林近年出演的电
视剧作品不多，对圈内“风气”不
太熟悉，宁静则问他：“如果遇到
念数字的，你会怎么办？你要连
她的台词也背了噢。”张铁林故
作镇定地说：“那就一个镜头
短一点吧。”宁静不罢休，继
续追问：“如果是女主角
呢？”张铁林露出一副不可

置信的样子说：“还有女主角念
数字的？打死她！不能这么混，现
在的男女主角都这么贵。”

宁静近年参加真人秀多，和
圈内的“流量担当”有很多接触。
当被问及郑爽的台词功底时，宁
静说：“郑爽是OK的，20多岁的演
员，台词能力积淀是需要时间的，
你不能要求她有多高深的台词功
底。郑爽带有大量的流量，这不能
否认，她又长得漂亮，声音也没有
瑕疵，这么多人喜欢我觉得特别
OK。”张铁林又一脸疑惑地问宁
静：“郑爽是谁？”宁静则告诉他：

“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吉媛媛

一档记录家庭观看电视
反应类实境节目《嗨！看电视》
即将在湖南卫视开播。在日前
媒体看片会播出的样片中，节
目中的素人家庭收看了《变形
记》、《极光之恋》等片段，轻松
的节目氛围和有趣的观众吐
槽让现场笑声不断。

据介绍，《嗨！看电视》聚
焦“客厅文化”，创新地将摄像
机搬到普通家庭的客厅中，通
过镜头真实记录家人、朋友、
情侣等组合一起看电视的真
实反应，呈现各年龄层人物的
观点碰撞。

样片中的节目嘉宾都是
普通中国家庭的代表，他们中
既有土生土长的长沙家庭、来
自北京的“阳光姐妹淘”，也有
拥有共同爱好的“健身情侣”、
相伴多年的“夕阳红闺蜜”，还
有来自美国的“铁蛋儿”和他
的中国家人。

节目中，几组家庭分别观
看了《变形记》、《亲爱的客
栈》、《极光之恋》的片段。因年
龄、身份、性别、国家的不同，
他们观看节目时所带来的观
点讨论、情感共鸣也截然不
同。如关晓彤、马可主演的《极
光之恋》片段就被几组家庭疯
狂吐槽，甚至有人认为演员都
是故意搞笑的。来自美国的

“铁蛋儿”就理解不了这部剧。
据悉，《嗨！看电视》于

2018 年 1 月 4 日起每周四晚
在湖南卫视播出。 邓霞

《嗨！看电视》打造
“现实版弹幕”

央视将办少儿春晚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CCTV《顶天立地中国娃》全国
青少年儿童春节联欢晚会新
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上，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李稚田教授表示，晚会的特色
是将以推动青少年儿童艺术
健康发展为宗旨，以创新青少
年儿童文化艺术形式为重点，
不设任何门槛，为更多青少年
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

《顶天立地中国娃》“少儿
春晚”优质节目招募共历时6个
月，晚会内容涵盖歌唱类、舞
蹈类、语言类、表演类以及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传承的展示，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传承华夏文明，增
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加强爱国
主义教育。发布会上，北京师
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稚田教
授表示，晚会的特色是将以推
动青少年儿童艺术健康发展
为宗旨，以创新青少年儿童文
化艺术形式为重点，不设任何
门槛，为更多青少年提供展示
才华的平台。

据悉，晚会将于2018年2月
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在中国
教育电视台CETV、CCTV中学
生频道、CCTV高清频道播出。

冉晓

第十期《演员的诞生》于
元旦当晚播出，节目中导师章
子怡[微博]提及演员之间的相
互成全，直言没有梁朝伟，就
无法成就“宫二”这个角色。

章子怡在点评表演嘉宾
时，谈及演员是什么，“一个人
不是演员，那是独白”，“演员
应该相互配合，如果我没有非
常棒的梁朝伟先生，我完成不
了宫二这个角色，没有他给予
我的空间，我是做不到这个程
度的”。演员嘉宾们也为章子
怡的发言回应了热烈的掌声。

英子

章子怡称
演员相互成就

宁静：台词功底需要时间积累

近日，在某综艺节目中，
白百何回忆起自己在演艺圈
的经历与成长，自曝曾因为压
力巨大而身材暴瘦，甚至一度
失聪。

节目中，白百何透露了在
拍摄《失恋三十三天》时的一
个小秘密。由于当时青涩懵
懂，缺乏自信，白百何时常不
知道自己演的到底对不对、好
不好，顶着巨大压力的她身材
暴瘦到可以穿零号的衣服，还
患上了高频耳鸣，一度几乎什
么都听不见，拍戏时对手演员
的台词只能听一半，猜一半。
然而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成败，白百何一直保持乐观的
态度，笑对初入职场的磨砺与
压力，虚心求教，这让她即使
遇到迷茫和打击，她也可以从
容面对，“照着镜子，给自己一
个从容的微笑。”

白百何还号召大家，给自
己定一个三年职场小目标，选
择擅长的领域，做最爱的事
情。有了小目标，再难过的日
子，它也能给你加油。 冬冬

白百何自曝
曾因压力大暴瘦

日前，军事专家张召忠在
某网站做游戏直播，在线人数
最高达300万人，更不用提去年
他在此直播时，直接导致该网
站服务器瘫痪。65岁的张召忠，
因为一些关于军事时事的评
论，被网友戏称为“战略忽悠局
局座”，他并不生气，反而将“局
座召忠”作为自己的微博名，仅
仅1年多时间就拥有了800多万
粉丝。

互联网被认为是年轻人
的阵地，但这两年，却有好几
位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名人
成为“网红”，除了张召忠，还
有文化名人马未都，吐槽大师
王刚，表情包代言人唐国强，
主持达人张国立和不老传说
刘晓庆，是什么使他们在网络
上备受瞩目呢？

宁宁静静

王王刚刚
张张召召忠忠

马马未未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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