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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手》第二期节目中，李
晓东选唱毛不易的《消愁》，虽然
打动了不少观众，但他最终还是
遗憾离开舞台。汪峰说，年轻人
唱的是歌，而李晓松唱的是生
活；就连结实姐都感慨，虽然听
不懂意思，但她真的被打动了。
离开节目后，李晓东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说起在《歌手》的这段经
历，李晓东感慨，自己47岁才老
来得子，孩子还小，他希望在自
己老的时候，让儿子看到，自己
为他做过什么。

把节目看做高级别演唱会

记者：作为比较有资历的歌
手，参加《歌手》，你的压力是不
是会更大些？

李晓东：我的压力并不来自
于竞演的模式或规矩。毕竟我都
那么多年没唱了，能来唱本身就
是一个特别意外的惊喜。我的压
力是来自于多年不登台，对舞台
的生疏。至于名次，我是拿它当
一个最高级别的演唱会。

记者：你在这个舞台上选歌
的标准是什么？

李晓东：如果说大家都是很
大线条的歌时，突然出现一个云
淡风轻的、叙述性的歌，反而有
意想不到的结果。我的合伙人还
建议我说“你就应该唱一首民
谣。”但我自己还有一个心结，虽
然到了这个年纪，我声音的机能
都挺好的，但我还想唱一些（跟

民谣）可以拉得开的东西。
记者：你想要传递给观众怎

样的一个自己？
李晓东：首先，我的声音里

表现情怀的东西，比较容易让别
人更快地接收到。其次，我也想
扩大点范围，比如演唱所有关于

“爱”的题材，包括：父母的爱、朋
友间的爱、甚至也包括情歌，都
是可以的。

为了孩子参加《歌手》

记者：你觉得自己的《歌手》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李晓东：说实在，我真没有
什么优势，我数来数去，就岁数
最大（笑）。舞台经验跟大家比起
来，我最单薄，他们气场又那么
强，所以压力是无形的。

记者：参加完《歌手》后，你
的工作生活有哪些改变？

李晓东：有小孩儿之前，我
还挺懒散的，反正就教课。有了
儿子之后，我的生活就是照顾小
孩儿。突然之间上《歌手》，受的
关注度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一上
节目就照顾不了孩子了，但是做
的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孩子今
后能更好点嘛，不管是学业、生
活环境还是质量，所以大家都挺
高兴的。

记者：您的孩子好像还很
小？参加这个节目有家庭方面的
原因吗？

李晓东：对，他刚14个月，我

们也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婆就没
停，全国哪哪都去，各种寻医问
药，她喜欢小孩儿，终于老天爷
给了个儿子，上这个节目说不定
也是儿子带来的运气。而且我要
在我老的时候，让我儿子看到，
我为他做过什么。我们也在规划
后面要怎么做，毕竟现在这个时
代“哗”就热了，一扭头你就不见
了、再见了，可能我们还是得从
新歌开始吧。 黄晓雅

从2017年12月开始，何洁
离婚、李小璐出轨等娱乐圈的
各种猛料不断，一波接着一
波，这些娱乐热点的内容几乎
长期占据着各大新闻媒体的
顶部，十分不利于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成长，日前，GAI 退赛

《歌手》的新闻也在网上疯传，
引来网友热议。

1月18日，在《歌手》的录制
现场，李泉临时上场顶替GAI，
坐实GA I退赛的消息。至于
GAI突然宣布退赛的原因，节
目方至今未有回应。

近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的宣传例会上，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
高长力提出广播电视邀请嘉
宾应坚持“四个绝对不用”的
标准，即：对党离心离德、品德
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低
俗，恶俗、媚俗的演员坚决不
用；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演
员坚决不用；有污点有绯闻、
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
另外，总局明确要求节目中纹
身艺人、嘻哈文化、亚文化（非
主流文化）、丧文化（颓废文
化）不用。 张辽

广电总局提出
节目嘉宾选用标准

2017年可谓是青年演员秦
岚挑战自我的一年，连上数档综
艺节目，变换身份角色。随着《喜
剧总动员》最后一期节目落下帷
幕，秦岚首次奉上相声首秀，并
与喜剧大咖郭德纲合作，堪称意
外之喜。

“这个郭，岚不住”的决赛口
号更是颇有段子手风格，而二人
刚一出场，古典旗袍与马大褂的
着装组合，一下子便吸引了观众
的眼球。作为相声界新人的秦
岚，更是“直言不讳”的怼起了前
辈郭德纲，“郭老师，您看您多久
没说相声了？”“您这些年都忙什
么去了？”“拍的电影票房好吗？”
甚至当场邀请郭德纲拍电影，豪
言称“票房一半我都归您！”如此
连抖十几个包袱，令郭德纲在赛
后忍不住对其夸赞“不容易”，最
终秦岚在决赛中由观众票选获
得“有趣灵魂奖”。

值得一提的是，秦岚与郭德
纲二人的搭档，亦是郭德纲首次
担当“捧哏”。赛前交流取经时，
秦岚曾直言自己“压力大，从未
想过会在台上说相声”。而在实
际表演过程中，其对相声表演节
奏上的把握相当到位，在台上跟
郭德纲串起了感情戏，“郭老师，
您就演我的丈夫，而我呢，准备
演一个寡妇”，如此精心设计的
相声台词，令在场所有观众捧
腹，纷纷赞秦岚的表演有“秦氏
喜剧风格”的独特味道。 杨阳

郭德纲首当捧哏
夸赞秦岚不容易 李晓东：参加《歌手》岁数是优势

近日，演员刘嘉玲现身《吐
槽大会》第二季，为网友们献上
一场笑料十足的脱口秀表演。

刘嘉玲与电视剧《半生缘》
中的搭档郭晓东一起现身，二
人爆料了许多拍摄期间的逸闻
趣事。几年前梁朝伟飞伦敦喂
鸽子的新闻曾被网友热议，郭
晓东也拿这个话题开起了玩
笑，郭晓东表示，为了演好刘嘉
玲的老公，我专门飞了趟伦敦
去广场上喂鸽子。

节目现场的刘嘉玲，吐槽
起自己的正牌老公梁朝伟，也
是毫不留情，“娱乐八卦里，总
是说梁朝伟跟刘嘉玲在一起很
可怜，说我夜夜笙歌半夜打麻
将让他一个人去买宵夜，还让
他斟茶递水地在旁边服侍，我
也想啊，我想的美啊。梁朝伟天
天是一副可怜的样子在外面扮
惨，我们两个都是演员，我是只
在戏里演技好，可他在戏里戏
外都是真正的好演员。”这一口
甜蜜的狗粮令网友纷纷大呼猝
不及防。

对于香港电影这些年的现
状，刘嘉玲也提出了自己的想
法，她在吐槽时表示，这么多年
了香港电影来来回回还是我们
这些人，希望香港能够有更多
新的电影人出来，也好有人分
担一些八卦娱乐新闻。戏谑的
话语充满幽默感，然而背后对
香港电影未来寄予的希望也令
人感动。 冬冬

刘嘉玲吐槽梁朝伟
戏里戏外都爱扮惨

1月20日，东方卫视全新相亲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第一期
开播，全新的交友规则引发多方碰撞，令网友收获更多惊喜！首
度当月老的张国立迎来开门红，促成3对嘉宾成功牵手。节目最
大的亮点是年轻人带着爸妈一起来找对象，长辈的意见将对最
后结果起到重要作用。但节目播出后，这一亮点也引起了不小争
议：对真正的相亲来说，有父母把关是不是更放心？

规则不同>>

父母坐镇代沟成看点

与《缘来非诚勿扰》等大众
熟悉的相亲节目不同，《中国新
相亲》让年轻人带着爸妈一起来
找对象，而且长辈的意见还很重
要。节目中，男女嘉宾的父母从
过来人的角度出发，给儿女们在
择偶问题上提供切实可靠的参
考建议。

实际上，除了相亲这个内
容，值得观众关注的还有代际沟
通问题。

节目现场，前来“助攻”的父
母团为了儿女的幸福上演“花式
抢亲”，观众们能从前来坐镇的
父母、亲友在言谈中所呈现出的
家风，观察到男、女嘉宾的成长
环境和人格养成，这对于判断两
人是否会真的幸福有一定参考
价值。此外，两代人在择偶观、婚
姻观上的差异，有时也导致父母
最后定下的对象并非年轻人自
己的理想型。

节目中，号称“佛山版黄轩”
的黄洲龙喜欢单纯善良美好的
姑娘，妈妈则给未来儿媳立下规
矩：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晚上十一点前必须回家，还要会
做饭。节目播出后，“四不规定”
瞬间引发了网友的大讨论。更让
人惊讶的是，为了抢得优质女嘉
宾，男嘉宾的妈妈竟然反复掏出
了自家出租屋的一大串钥匙。对
于自己的这个行为，她说：“我没
什么文化、不会表达，只是觉得
这样很真诚。”

观众态度>>

家长把关效果两极

节目现场，黄洲龙表示女嘉
宾梵烨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但妈妈就很喜欢。竞争者的爸爸
给女嘉宾唱了一首《月亮代表我
的心》，表达他儿子的爱意，黄妈
妈又表示“我也要唱”，不服输的
性格惹得现场热议，也在观众中
间引起意见分化。

由于家庭背景和父母情况
对于相亲越来越重要，就有人表
示，父母参与婚恋大事很有必
要，“把爸妈请到现场和子女同
台探讨婚恋问题，上一辈过来人
阅历经验丰富，可以为下一代爱
的小船保驾护航。”“结婚是两个
家庭的事情，在恋爱阶段，双方
能多和长辈沟通，必定是一件很
好的事，也能大大提高恋爱的成
功率”。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父母发
表意见要掌握分寸，不能有太多
干涉，“有的妈宝男永远需要依
赖别人，有的人很有主见，意见
不合就会有矛盾，所以这个度要
好好把握”。有高呼“自由恋爱”
的人说，如果是年轻人找对象，
还是应该以自己为主，遵从自己
的意愿，毕竟小家庭的建立最终
是靠两个人的努力。

评论>>

婚恋节目为何长盛不衰

现代人承受着很大压力，每
天奔波，而疏于对感情的沟通和
梳理，年轻人对婚恋有渴望，但
很多时候又不知该如何着手，这
也是婚恋节目永远有市场的原
因。其实，如果不把《中国新相
亲》、《缘来非诚勿扰》当作纯粹
的婚恋节目来看，而是把它当成
观察社会、了解男女感情困惑的
通道，也蛮有意思。

此外，90后与父母之间的亲
子关系，也随着时代的改变渐渐
发生变化。这样的两代人通过

“相亲”这件事考验对彼此的了
解，增进代际沟通。虽然许多问
题都存在争议、磋商，但只要讨
论了，就有进步的可能。当然，在
这个价值多元的空间里，我们尽
量不要随意评论、抨击他人。

借着有效的讨论，让每一个
观众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引发
强烈的代入感和共鸣：怎样的婚
姻才是幸福的，怎样的人生选择
才最适合自己——— 这才是婚恋
节目的最大意义吧。 曾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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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父母相亲更放心？

《中国新相亲》解锁“新”婚技能

李李晓晓东东歌歌声声动动人人

张张国国立立搭搭档档陈陈辰辰做做““月月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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