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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艺考，明星考生和有
明星相的考生的套餐，仍然让群
众吃了好几天，易烊千玺报考中
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尽管媒体和
拍客们紧追不舍，但是从公布的
视频和照片来看，粉丝们趋于理
性，现场秩序并没有失控。另一
方面，有视频节目采访考生，大
家纷纷表示对中戏、中传等院校
现场给考生卸妆的“最严考规”
予以支持。

实际上，素颜应试这项规定
既不新，也没有严格的操作性，
比如中戏表演系，多年来考规里
明确写着从初试起就不允许带
妆，上海戏剧学院考生带妆者会
被酌情扣分。但“公平”的另一边
也有一些争议，比如不少网友提
出如今年轻人早就有“韩式半永
久”、“素颜妆”一类的应对利器，
具体到考场上，应该如何处理，
比如相比湿巾能擦出“罪证”来
的化妆，微调乃至整容如何辨
别，还有人认为，演艺原本就是
一个颜值打底的行业，要求素颜
未免多此一举。

与素颜的起点公平相比，
化妆乃至整容，似乎是今天希
望用一点点颜值天赋敲开演
艺行业大门的年轻人对机会
公平的稀薄的追求。但公平
也早已经呈现极其复杂的
多义性。今年的易烊千玺，
和去年的王俊凯，前年的
关晓彤、张雪迎，在多大
程度上与跟他们同场应
试的年轻考生们是“公
平”的，这是一个连论证

都无法论证的命题。
如果我们复盘一下近五年

的国内娱乐圈，由传统的“三大
院校”（中戏、北电、上戏）作为新
人输送绝对大本营的形势早就
被打破，造星成了一个有着更多
起点、更多链条、更多路径的非
常完整的行业。从艺考到明星的
这一条路，早就被选秀节目、国
外训练生、乃至网红转型等方式
开凿出了各种分叉，尽管从数据
上看，每年三大院校的报考录取
比越来越陡峭，但这个数据需要
放置于娱娱乐乐工业规模化扩张的

大环境当中
看 ，艺 考 本
身的神圣性
和唯一性实
际上已经瓦

解。如果没有易烊千玺，网友们
还会关注今年的艺考考场吗？那
些所谓今天的素人、明日的巨星
的各种“最美艺考生”的街拍，还
会令网民们激动吗？如今，连抓
拍镜头都要对准“小唐嫣”、“小
杨幂”，用微弱的撞脸，获取一点
注意力。

于是，我更宁愿把什么现场
卸妆、最严考规，看作是艺术院
校作为曾经的象牙塔，在面对娱
乐工业的奇观时，用一种仪式感
的手段，宣告自己仍然话语权在
握：任尔过后如何放飞，今日当
在我手中守规矩。在我国，艺术
类院校有一套特殊的语境，那是
结合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技术主
义、传统戏班传帮带的工匠精神
特质的微妙的气氛，毕业多年的
章子怡和刚刚入学的张雪迎，彼

此之间要以师姐师妹相
称，相比于师门佳话，这
更像是一种挥之不去的
门阀焦虑。一声师兄师
弟，能够褪去娱乐圈
多年浸淫打拼的其它
痕迹，一秒回到青葱校
园时代，回到艺术和师
承的初心，回到我见过

你的素颜、你记得我的糗
事的白衣飘飘的年代吗？当

代娱乐工业早就不是那
个套路了。

卸妆就卸妆吧，对
着娱乐工业巨大的诱
惑，年轻的野心家们不
是一包卸妆湿巾能够挡

得住的。 本报综合

毁了最严考规的
不仅是“韩式半永久”

近日，阿娇在微博上发了一
张照片，整个背部腥红一片，遍
布血丝。原来她去做刮痧，像剥
了一层皮一样，并附文：“请问这
是人的背吗？太夸张了，整块皮
好像给撕掉了一样。痛到爆炸。”

事实上，作
为一种传
统的中医
疗法，刮痧
的实际作
用迄今为
止都没有
得到准确

验证。

除了阿娇，娱乐圈中的养生
达人还有孙俪。每逢节气，孙俪
几乎都要发文提醒粉丝要用温
水泡脚，号称“通过泡脚祛湿、祛
痘、过敏防寒各种疑难杂症，都
能药到病除”，连邓超也调侃，

“脚都要泡脱皮了”。
每个明星都会扒出自己一

些偏爱的生活细节。哪些算是有
效的养生呢？不好统计。当然，多
喝热水和穿秋裤，就不算了。正
如喜欢健身的明星很多一样，喜
欢养生的明星也很多；也不排除
有些明星两者同时进行。

如果说要区别的话，健身，
是明星的一种外在的改变，能够
非常切实地看到效果，而且，可
能这些效果会很实在地推动他
的事业发展。比如说演员袁姗
姗，一个曾被网友群嘲“滚出娱
乐圈”的艺人，通过亮出自己的
健身成果，被封为“马甲线偶
像”，事业有了起色，各种代言、
走秀不断。

后来的王珞丹、王子文等人
也经常秀自己的健身绝活，打造
出健身、运动偶像的形象。就算
是不靠这个人设吃饭的孙俪、李
冰冰、张雨绮、柳岩等人，也都经
常晒出各种各样的健身照。现在
这个年代，不健身怎么走时尚健
康路线？怎么笼络年轻人？

而养生呢，也算是与健康相

关的，大概是一种内在的健康和
修为吧。只是，有没有效果，就有
点像玄学了：靠的是心诚则灵。
作为明星，身材、容貌、皮肤都比
一般人要出众。但她的哪些养生
方法，你学了有用呢？她的哪些
形象的改变，是与哪一项养生项
目相关的？是刮痧？是足疗？还是
养生红枣？她能够保持冻龄美
貌，是因为打了玻尿酸、做了线
雕呢，还是因为刮痧？如果身体
感觉疲劳，是因为足疗太多呢，
还是足疗太少？这是没法证实、
也没办法证伪的一件事。

明星忙于拍戏，对学历的要
求不高，科学修为也有限。在日
常生活当中，无害、放松、舒适的

“养生”，只要能让他们过得更自
在些，就无可厚非。这个宽松的
标准，对于我们平常人也同样适
用：喜欢就好。

但是，如果错以为我们用了
阿娇的刮痧方式，就能得到阿娇
那样的冻龄效果；学了范冰冰的
养生法，就能得到范冰冰那样的
水嫩肌肤，那就想多了。

有个笑话说，微商们都说：
“我这个山寨护肤品，跟大牌护
肤品的化学成份一样的哟，都有
效哟”。但是真能一样吗？养生鸡
汤只是碗没有营养的安慰剂，吃
不坏，就行了，大家心里要有数。

侯虹斌

明星的养生鸡汤 喝了未必能变美
近日，“谋女郎”出身的章子

怡宣布要打破自己出道二十多
年的从业原则，将携手周一围拍
摄电视剧《帝凰业》，消息一出，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按目前的舆
论风向来看，反对一方暂时占据
上风。章子怡粉丝更是炸锅似的
跑到电视剧官博和章子怡微博
留言表达愿望，即周一围长得不
行，不适合演男主角，要么换人，
要么弃剧。

虽然说在这个时代，“看脸”
已经不新鲜了，“颜值就是正义”
似乎已成定论，但没想到，颜值
逻辑养了一大批演技与名气不
成正比的年轻演员还不算，竟然
还要挤压靠演技吃饭演员的发
展空间？有网友站在中立的角度
发声：“不少的观众正在身体力
行地证明冯小刚骂得对，不是中
国影视不行，而是观众太差劲”。

如今，不知道被网友群起而
攻之的周一围最后将归于何处，
其实无论怎么样，章子怡也不用
生气或困惑，如果实在想不通，
就看看范冰冰，她今年也拍了个
古装偶像剧，并且想得开说得很
直：“我的目的就是想在我的戏
里集齐所有美人 ,女生是要最美
的,男生是要最帅的。”就是这样，
如果章子怡还觉得想不开的话，
那时候就该低头看看自己正在
做什么。毕竟，我们的电影进步
空间还是很大的。 本报综合

今年据说是号称“大女主
戏”大年，近日，由胡冰卿、张丹
峰领衔主演的《独孤天下》率先
开播。

不少网友发现，《独孤天
下》、《女医明妃传》和《陆贞传
奇》这三部大女主戏出自同一编
剧，《陆贞传奇》作为较早出现的
一批“大女主戏”，不仅创下收视
佳绩，在豆瓣上的分数也过了六
分大关，达到 6 . 5 分，然而最近的
这部《独孤天下》却未达及格线。

仔细想来这也并不奇怪，虽
然包装的各不相同，但故事的内
核都是一个套路。在编剧“炒冷
饭”和“吃快餐”的偷懒式创作
下，能够提供给我们深入思考、
广泛讨论的文本实在太少了。

因而，像《琅琊榜》、《人民的
名义》这样思考新问题、反映新
主题的作品才会引起这么大的
全民讨论。他们所回答的问题，
是观众曾经在生活中提出过，但
没有机会认真地寻找答案，他们
所刻画的现象，虽然时代各不相
同，但是能够指引我们去反思。

编剧本人的成长，也帮助着
观众的成长。今天制作越来越精
细，同题材剧的评分却难有提升
反而走低，已经足以反映观众对
老套路的厌倦。这种广泛存在的
情绪，对编剧而言，是危机，更是
契机。 豆包

编剧偷懒式创作
别怪观众不给好评

娱乐圈“看脸”
早已经不新鲜

孙俪曝旅行计划
经纪人要“辞职”

近日，孙俪晒出了一张
全家福，并说道：“刚才经纪
人要和我说我的工作安排，
然后我先把我今年的旅行计
划告诉了她，她啥也没说，合
上本子，就走了，感觉快要辞
职了”。老公邓超在下面评论
区自曝“我正好失业”，跟网
友抢着应征。
@邓超：我正好失业，您看我
合适吗？
@邓超：没事，反正你丈夫那
么优秀。
@郭思郭思：女人的直觉通
常很准确。

朴树发省略号
动机引网友热议

3月4日，歌手朴树在微
博发文，只打了一串省略号，
引不少网友在评论区与朴树
互动解读。距离朴树上一次
发微博已经有数月。不少网
友感叹，朴树的微博更新实
在太慢了。有网友调侃道：

“朴老师，请问您今天有什么
高兴事儿吗？那么六个省略
号又是什么意思呢？”还有网
友猜测，六个省略号代表今
年要开六场演唱会吗？
@三炮：朴师傅2018年的微博
已全部更新完毕。
@陈思正：或许他只是想试试
是不是忘记了微博密码。
@水煮瓜子：心里像有一些
话，我们先不讲……

李晨晒照
自称樱桃小男子

日前，李晨晒出了一张
自己戴黑色鸭舌帽的照片，
十分搞怪。照片中，李晨十分
呆萌，自称是樱桃小男子。有
网友发现背景打码很像是在
婚纱店，不知是不是为婚礼
选购婚纱。
@鸡汤：您好，范冰冰请了解
一下。
@男床：滴~催婚卡。
@高云翔126i：你要记住你是
一只牛。

孙孙俪俪晒晒出出最最新新全全家家福福

朴朴树树鲜鲜少少发发微微博博

李李晨晨疑疑现现身身婚婚纱纱店店

袁袁姗姗姗姗靠靠马马甲甲线线走走红红

周周一一围围将将出出演演《《帝帝凰凰业业》》

艺艺考考考考生生颜颜值值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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