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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涵探班欧弟
破不和传闻

自从欧弟离开《天天向
上》，“天天兄弟”之间的不和
传闻就一直没有断过。而且
从不少节目中透露出来的消
息来看，几人之间好像真的
是有一点问题。

近日，欧弟在长沙录制
芒果TV新节目《真心大冒
险》，汪涵意外探班，二人立
刻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之
后二人也是聊了好久，不和
传闻可以说是不攻自破。随
后应采儿也加入到二人之
间，三个话痨在一起，自然有
聊不完的话题。由此来看，欧
弟不仅和汪涵没问题，和芒
果台也依然还有合作。

不少网友表示，看到二
人的合体不由自主想起了

《天天向上》，天天兄弟分崩
离析，《天天向上》收视率也
持续走低。而此前已有消息
传出，为了给即将开播的《向
往的生活》第二季让路，《天
天向上》将会改档到星期天
的十点播出。对此，网友也担
心，曾经湖南卫视的招牌节
目之一怕是要凉了。 星语

王大陆将演
影版《恶作剧之吻》

《我的少女时代》日前
传出将拍摄续集，原班人马
包括导演陈玉珊、编剧曾咏
婷、男主角王大陆“铁三角”
全数回归，当时陈玉珊所属
的京腾娱乐澄清，原班人马
合作的不是《我的少女时代
2》，而是《恶作剧之吻》的电
影版！

先前就有消息指出，拥
有《我的少女时代》版权的
华联电影，积极和陈玉珊谈
合作，希望她来完成第2集，
但陈玉珊把心力都投注在

《恶作剧之吻》电影版上了。
《恶作剧之吻》偶像剧

最早由林依晨和郑元畅主
演。外传陈玉珊这回打算倾
注心力拍好影版《恶作剧之
吻》，再塑王大陆新形象，把
他推上事业新高峰，女主角
会从大陆新生代女星中挑
选，执行导演可能是李伯尔
尼。王大陆、京腾娱乐方面
对此未作任何回应。 张辽

在我国的电视剧作品
中，抗战剧总是会被扣上“神
剧”之名，但事实上，除了一
些宣扬“手撕鬼子”、“武功盖
世”的抗日神剧，国产抗战剧
中也不乏佳作。

其中，李幼斌主演的《亮
剑》颇受观众喜爱，每年都会
在卫视重播。不过，后来拍摄
的《亮剑2》却不尽如人意，虽
然邀请了连奕名、刘威、矢野
浩二等众多影星，但最终的
收视率还是远远不及老版

《亮剑》。
继前两部《亮剑》后，由

吴昕主演的《亮剑3》也曝出
将于近段时间上映，日前，该
剧曝出吴昕的剧照，据目前
网友的反应来看，批判声占
据大多数。 苗苗

吴昕出演《亮剑3》
演技遭质疑

时代变了，早年间，新人们背着经济压力进入娱乐
圈：替父还债被迫入行的谢霆锋、家里穷到卖掉弟弟的
陈小春、以“今天你还有多少债没还”为打招呼方式
共同进步的林依晨和杨丞琳等。而现在，年轻人
带着钱涌入，在近几年的选秀节目上，观众们
见到越来越多的“贵公子”、“大小姐”出
现，因为“不差钱”，这些富二代们手握
进入娱乐圈的快速通行证，但并不
意味着钱能帮扶他们到达行业里
的某个高点。

富二代组团参加选秀

如果一个 10 年前的选秀节
目观众穿越到了现在，那么他最
大的疑惑可能是：选手们在台上
进行的主题为悲情成长、穷且弥
坚的演讲环节去哪了？

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大热的
《偶像练习生》之类的偶像养成
节目，绝对无法恢复前几年同类
型节目的某些传统，比如，选手
们每次展现才艺之后，都要来一
段梦想不被理解、我自固守清贫
的痛诉家史。《偶像练习生》中的
这群年轻人只会让观众忍不住
疑惑：中国的国力已经如此强盛
了吗？毕竟，节目中很多选手体
现的经济水平、消费能力，恐怕
能与目前的二三线明星轻松比
肩，而“有钱”也让这类选手自带
热度。

比如节目中，乐华娱乐选送
的七位练习生，人称“乐华七

子”，但大家更能记住的是他们
的花名“富贵男团”。这其中有一
参赛就吸引了额外关注的，比如
曾自称“我就是豪门”的范冰冰
亲弟范丞丞。而其他人的家庭实
力也不容小觑，比如出身浙江温
州的Justin(黄明昊)，随便一身睡
衣 价 值 四 五 千 。而 有“ 人 间
Gucci”之称的朱正廷，自节目开
播以来，一直极其专一地自发为
Gucci代言。

我们能理解95后中富二代
的比例，毕竟，他们的父辈是改
革开放受益的第一批人群。也能
理解这群孩子对演艺事业的热
情，毕竟，他们是媒介转型、“娱
乐至死”之下真正成长起来的第
一代。据从业10年的经纪人小艾
(化名)分析，相比前辈们，这群不
为生计闯荡娱乐圈的年轻人“氪
金(充值玩游戏)玩家”属性明显：

“更舍得在外形上花钱，更舍得
为自己的事业投资”。

“贵公子”出道体验生活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从业者
意识到，越来越多身家雄厚的年
轻人开始入行。直观的鉴别方
式，就是从行头上判断。综艺节
目导演桔子(化名)曾在一次录
制中，看到某圈内新人穿了一双
品牌已经官宣、但尚未正式发售
的鞋子。因为私交不错，她直接
开嘲：“你这也太假了，这鞋下礼
拜才开始卖。”对方笑了笑，没作
回应。后来无意间提到此事，桔
子才知道他提前拿到了品牌的
样鞋。

而制片人聪聪(化名)看到
的“贵公子身份大暴露”还要戏
剧化。之前他参与制作一部都市
题材的网络大电影，剧组提前借
好的车临时出了问题，影响到了
拍摄。在剧组焦头烂额之际，一
名第一次演戏的新人，打了一个
电话，一辆保姆车随后开到了现

场。聪聪事后表示：“这个戏成本
有限，男一号女一号都没有保姆
车。那时候才知道，男四号来拍
戏，是自己带着家里的司机和保
姆来的。”剧组此前没有人接到
要对他多加关照的招呼，在那天
的电话之前，年轻人也相当低调
做人、高度服从：比如他自己住
在剧组安排的三星酒店，司机和
阿姨反而住在四星级酒店随时
待命。

可能是因为借车的义举曾
解了剧组的燃眉之急，在这部电
影最终的成片里，男四号的戏份
比预期中多了不少。但在聪聪的
印象里，那位贵公子的演艺生涯
开始即是结束，也许是因为获得
了“做演员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
验”的答案，可以乖乖回去继承
家业了。毕竟，对于一些家境优
越、选择众多的年轻人来说，体
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可能也只是
现有生活的一种调剂。

“贵气”也分三六九等

哪怕都是娱乐圈的十八线
小明星，哪怕都不惜以钱开路，
但圈内“贵公子”、“贵公主”们，
也有自己的鄙视链，而“贵”的程
度和是否有“资源”是重要衡量
标准。

比如小四(化名)曾上过不少少
卫卫视视的的大大小小晚晚会会，，但但始始终终没没有有凝凝
聚起知名度，后来参加了一档知
名度有限的歌唱选秀节目，终于
通过一首网络单曲得到了少许
关注。但桔子坦言，这是因为小
四“对这个行业的宣传方式门儿
清”。没有经纪公司，她自己找了
一个营销团队，只一个节目，她
眼都没眨地花了近20万，而她拿
到的节目出场费不过这次营销
的一个零头。

小四的做法固然证明自己
有钱，但相比另一个案例，这种

“贵气”还算低档次。某经纪公司
的负责人海浪介绍，自己曾见过
一个主动找上门希望带资进组
的新人演员，一个电视剧中的小
角色，对方开出了 800 万的高价，

“你让我演，我今天马上把钱打
到你账户上。”但要靠砸钱买资
源，这位新人也注定不是鄙视链
顶端的那一类人。

依旧以《偶像练习生》中的
选手为例，其中，林凤娇的外甥
董又霖才算得上是贵公子里的
顶配，不但有钱也有资源：他坐
拥上海市中心别墅、数不清的手

表均价不低于35万、一个电话就
能打给莱昂纳尔·里奇、华谊专
门为他制作了一档名为《星七
天》的综艺节目、参加《偶像练习
生》半个娱乐圈都给他录了VCR
打气……

“不差钱”限制成长

家境优渥诚然是这些富二
代们闯荡娱乐圈的先天优势，但

在娱乐圈的规
则里，资源
能把人快
速抬上某
个 位 置 ，
但要继续
上 升 ，能
力、运气、
甚 至 观 众
缘，都可能
是 更 为 关

键的因素。
娱乐圈中的不少富二代都

因“不差钱”而丧失了前进的动
力，以至于因此长期卡在了十八
线上。比如某十八线女团成员小
檀(化名)，学生时代的她一个月
的生活费 20 万，但工作后，因为
自身不红公司抽成又高，她每月
的收入不到 2 万。因为无利可
图，在其他团员陆续退团时，小
檀没走，“我不急，反正我也不是
为了那点钱。”但一定程度上，

“不急”、“不为钱”的心态，使他
们缺乏上升过程中所必须的冲
劲和动力。

同为富二代的小章(化名)因
一档大热的选秀节目出道。与一
般的富二代不同，小章不但拒绝
买人气也抗拒贿赂观众，被淘汰
时，他甚至露出了颇为欣慰的表
情。“他并不想红，他只是喜欢唱
歌。”节目编导阿笛评价说。

另一方面，对有些贵公子来
说，“十八线”都构成了对他们兴
趣的干扰或伤害，索性退出台
前，专心幕后。

90后的十兰(化名)曾参加音
乐选秀，止步于第二轮，但他并
没有继续尝试，而是将更多的精
力放在了幕后制作上，他在上海
的住所总价值几千万，大约要为
了配得上房价，他花了几百万在
家里打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录
音室，方便自己足不出户，就能
制作电视剧的主题曲。

小文

杨杨丞丞琳琳 谢谢霆霆锋锋

董董又又霖霖 朱朱正正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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