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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湖南卫视《声临其
境》将播出年度大秀最终场。节
目由总导演陈凯歌、声音司仪张
国立两位大腕保驾护航，上周，
朱亚文、尹正、赵立新和王劲松
四位声音大咖与助演嘉宾一起

奉献了一场视听
盛宴。本周张铁
林、郭德纲、韩雪
和梅婷的比拼，
也 让 观 众 期 待

已久。其实，《声临其境》的制片
人徐晴接受采访时透露，从默默
无闻到全民追看，节目已经赚得
盆满钵满，下季节目也早已正在
准备进行中。

软广硬广趋于饱和

从今年一月初开播至今，并
没有投入太多宣传的《声临其
境》靠着良好的口碑与演员过硬
的台词功底，实现了收视“九连
冠”，全国网收视率 0 . 72，份额
5 . 2 7 % ；C SM 城域收视率
0 . 97，份额 6 . 26% 。随之而来
的是节目广告激增。湖南卫
视广告部一位工作人员透
露，目前有 5 个客户做了节
目的软性植入，“除了最

早的一家冠名客户，
其他都是后面跟进
的。”而在节目间隙
播出的硬性广告，
早就达到饱和。

当初录制完第
二期节目，张铁林
把写有“声临其境”
的书法作品送给徐
晴，是出于一种美
好的祝愿，他不会料
到节目会如此成功。
作为湖南卫视的资
深制作人，徐晴自己
也不笃定。这样一档
原创节目最大的难
点在于，如何把节

目短暂性的话题和非流量型明
星特点，与互联网时代单调性与
消耗性结合起来，避免公众情绪
的一拥而上和短暂兴奋。

短视频传播优势明显

第一期播出时，徐晴一直盯
着实时收视曲线。在赵立新表演
2分钟台词秀时，曲线突然下跌。
她心想，垮了，这段赌输了，观众
还是认脸、认流量。没想到几分
钟后，数据慢慢回升。后来，“赵
立新”三个字竟然上了网络热
搜。不过，坦率说，节目首期就大
获成功，大家都没想清楚为什
么。直到第三期，配音桥段铺天
盖地出现在网上，他们才发现，
原来碎片化了的声音刚好满足
短视频的特点，与网络传播的优
势恰好契合。

《声临其境》一开始邀请演
员时，恰逢综艺节目《演员的诞
生》风波不断，徐晴曾遇到这样
的质疑：“你们不会也玩演员
吧？”对此，她也表示理解，“第一
期太难，嘉宾不知道你把他们当
什么，能来的都是真朋友。”邀请
演员，现在当然不会再成问题
了，不少演员甚至主动要求上节
目。不过，对于已经板上钉钉的
第二季节目，徐晴给出了自己的
坚持：“我们是靠演员实力说话
的节目，不会用博眼球的做法，
节目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收视
率是其次的。” 本报综合

收视九连冠《声临其境》赚翻了《生命时速》
急诊医生与时间赛跑

由孟非担纲主持的全新代
际相亲交友节目《新相亲时代》
即将在江苏卫视播出，“国民月
老”孟非首次正式过招“中国式
父母”，90后主持人张纯烨活力
加盟，两代人的情感观点在现
场激烈碰撞。

《新相亲时代》由《非诚勿
扰》《中国式相亲》的原班团队
打造。对孟非来说，主持《新相
亲时代》更是全新的挑战，他甚
至表示：“站在这个舞台上，跟
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父母对话，
我就不禁开始思考，这要是我
挑女婿怎么办？这种感觉，我在

《非诚勿扰》就从来没有过。”
谈及坐镇这档节目的初

衷，孟非解释说：“过去做《非诚
勿扰》的八年，有很多观众给我
私信，或者在舞台上跟我说，我
爸妈可喜欢你们节目了，我爸
妈也想来。这种诉求一直萦绕
在我和团队小伙伴的心里，于
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相
亲时代》。”对于《非诚勿扰》和

《新相亲时代》之间的关系，孟
非认为可以这样总结：“《非诚
勿扰》是指向一次恋爱的开始，
而《新相亲时代》，男女嘉宾们
都带着他们的父母，这个节目
可能更多指向的是婚姻。”

莫斯其格

“国民月老”孟非
过招“中国式父母”

郑爽变“后天学霸”
明星不乏学生时代是学霸

的，但成名后接受新知识的却
不多见。近日，综艺节目《这就
是铁甲》曝光一组剧照，照片中
郑爽、张一山、吴尊进入学习模
式，似乎在暗自较劲。郑爽站在
机器旁边，手拿笔记本，嘴唇微
抿，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吴尊
眉头微蹙，低头认真记笔记，认
真的样子令人期待。

而一向调皮的张一山，也
开启学霸模式，趴在桌子上，一
边听选手讲解铁甲格斗相关知
识，一边在笔记本上快笔疾书。
遇到问题，与选手激烈交流，甚
至用手比划动作，专注学习的
样子也与平时不同。

据悉，《这就是铁甲》是由
郑爽、张一山、吴尊以及一位神
秘大咖担任战队经理人的铁甲
格斗节目，将集结来自全球各
地的铁甲竞技高手，打造一场

“铁甲格斗竞技世界杯”。
冷雪

上周末，《非常静距离》播
出的最新一期节目中，欧阳娜
娜回应《演员的诞生》演技被
黑：“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
去学习的。”她还特别提到有一
次自己在忙工作没时间回复爸
爸的消息，爸爸就发来自己此
前在节目上的“咆哮”表情包，
这让她很无奈，直言：“是亲爹
吗？怎么发自己女儿被黑的表
情包？”

网友曾猜测欧阳娜娜首战
就战胜老戏骨晋级是因为“有
后台”，对此欧阳娜娜也回应称
自己的团队就5个人：“妈妈，亲
戚，表姐，一个助理。”此次来参
加《演员的诞生》就是为了去学
习的。 黄仁

欧阳娜娜表情包
自己爸爸都在用

从《急诊室故事》《人间世》
开始，东方卫视先后推出一系
列聚焦卫生医疗题材的优质纪
录片。上周日，国内首部以120
急救医生为题材的大型院前医
疗急救纪实片《生命时速·紧急
救护120》在东方卫视开播。

该片将镜头对准了上海市
医疗急救中心的三辆 120 救护
车，记录了 9 位一线急救人员
在接到急救任务后所发生的故
事。该片从 500 多个拍摄案例
中节选出了 72 个故事，采用跟
踪拍摄、多组摄制组并进的方
式，聚焦“默契兄弟连”“男女好
搭档”“患难父子兵”3 个急救
小组成员，从 120 调度中心、急
救车厢到医院急诊部，进行多
地多机位拍摄，呈现了他们与
时间赛跑的状态，释放爱岗敬
业、救死扶伤的大爱能量。

因院前急救的特殊性，拍
摄小组随时整装待发，在不影
响对病人急救的前提下，不预
设剧本，也不提供任何人物设
定，真实展现急救人员从接报
到受命出发，争分夺秒赶至现
场进行抢救的过程。该片还真
实记录了不少人缺乏合理使用
急救 120 的意识，种种令急救
人员十分无奈的场面。节目中
也将给观众带来实用而生动的
急救医学知识普及，将日常相
关的医学常识、急救技巧等自
然融入纪实片中。 李夏至

学京剧虐明星

在众多诗词、书信类文
化综艺蜂拥而至之时，北京
卫视另辟蹊径，聚焦于传统
戏曲文化，推出了大型京剧
文化传承节目《传承中国》。
该节目总制片人田川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这档节目从
决定邀请明星参与，到应用
真人秀的拍摄方式，都是为
了增加趣味性，以吸引更多
年轻人关注京剧，“让不懂
和不喜欢的人，也能够接受
和喜欢上京剧才是传承的
意义。”

受众是年轻人而非“票友”

戏曲文化作为更加窄众且
不易被电视呈现的舞台艺术，想
要吸引所有年龄层的观众，必然
要在不失专业水准的前提下，挖
掘更多大众喜欢的表现形式。

曾有戏曲综艺尝试邀请民
间素人，通过改编经典剧目、趣
味翻唱曲艺等方式，贴近流行
文化来取悦观众。而《传承中
国》选择了保留最原本的京
剧选段，但通过明星表演、真
人秀记录、现代化舞美等手
段来增添趣味性，例如在京
剧选段上，节目组选择了《贵
妃醉酒》《梨花颂》《四郎探母》
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

而在专家点评环节，节目
组选择了颇具幽默感的京剧名
家，他们将有意思的京剧教学方
式拿到了舞台上，“像孙毓敏老
师，虽然快80岁了，但她特别有
趣。她曾经在现场教大家做京剧
中的兰花指和抖手，她教得特别
形象，台下观众都被感染了，在
那儿一起抖。”

制片人田川认为，戏曲综艺
的受众群体本就并非懂戏的中
老年人和票友，而更多是面向年
轻人，甚至是对戏曲不感兴趣的
人，“现在我们就是在慢慢培养
观众，没准某个有趣的内容让你
觉得，哎！京剧还真不错，想继续
了解。那我们就成功了。”

明星练一天就撑不住了

在嘉宾阵容上，《传承中国》
除了请到刘晓庆以外，徐帆、那
英、屠洪刚、瞿颖、曹云金、李依
晓等文化名人也将陆续出现。与
以往在文化节目中嘉宾只是负
责朗读、点评不同，《传承中国》
需要明星“动真格”学习京剧，水
袖功、甩发功都要亲自上阵，偶
尔还需面对京剧名家“打手板”
的严厉指点。因此，如何选择明
星成为了节目组最头疼的难题。

田川坦言，一开始他们的首
要标准是嘉宾要自带传播度。对
于文化综艺来说，若只通过内容
达到泛众有很大难度，“明星的
热度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同
时我们也是一个真人秀，我们也
希望嘉宾有真人秀的表现力。”

但不少明星却纷纷婉拒了
这次和名家学习的机会，只有一
个原因，就是太难了，“他们得真
学真唱，踢腿、下腰、晨功、操练，
好多人学一天就撑不住了。”

而节目中的京剧名家也不
在乎所谓流量光环，他们在台下
会一律严格要求。因此最终节目
组还是选择了既有认知度又真
正热爱京剧文化的名人，“如果
我们只是找好看的或者话题多
的流量明星，他们对传统文化不
好奇反而排斥，肯定坚持不下
来，最后肯定也没法成功挑梁那
场难度极高的公演。”

戏曲类综艺很难商业化

文化综艺虽然已成为市场
的风向标，但如何商业化却仍是
难题。田川坦言，文化类节目确
实尚未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戏
曲类尤甚。“像戏曲类文化节目，
我们未来的产业链一定是面向
普通老百姓的。但这需要长时间
培养，而且也要寻找更合适的节
目形式去培养。”

在田川看来，《传承中国》只
是一次大胆尝试，内容、呈现形
式都仍在摸索当中。但这档节目
的播出，必然可以让更多人关注
到戏曲文化这片珍稀“矿产”。

“就像现在文化类节目都很火，
但最初大家也没有想到它会火，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喜好难以琢
磨。所以我们希望给戏曲产业铺
路，尽力让身边的人喜欢这个节
目，然后有更多
的人持续来做，
直到形成大规
模的文化事
件，投资、产
业 链 等 就
可能就被
吸 引 而
来了。”

张赫

《传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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