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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回复

国国产产剧剧女女主主角角
咋咋就就没没有有正正常常人人

为期四个月的《偶像练习
生》在狂欢和争议中落下了帷
幕，9位“国产”练习生就此出道。
未来，他们将会为品牌代言、出
演团体综艺、推出音乐作品等，
而在这背后，则是国内不断成熟
的粉丝文化。可以说，《偶像练习
生》的爆红，也代表国内日趋成

熟的粉丝市场与正在形成的本
土偶像制造体系正式相遇。

《偶像练习生》这档选秀综
艺在播出之初，网络上就有不少
冷嘲热讽，殊不知从第一集开
始，节目组为选手们准备的人设
剧本就已经开始运作了。随着比
赛进程和节目剧情的不断深入，
粉丝们各自为营，pick（挑选）心
目中的偶像。

“死忠粉们”奋力为偶像“刷
数据”（包括官方投票、视频数
据、社交媒体数据），而且进行了
有组织有规模的后援会集资。这
些资金将作为应援行动的物资
支持，包括广告牌制作和投放、
应援周边等等。甚至还有奋斗在
节目基地、舞台和各大机场的粉
丝代表，阵仗之大应该会令不少
出道明星自愧不如吧。

对于不熟悉“饭圈”的观众
来说，这似乎太过疯狂，完全不
能理解为什么一档节目能够引
起这么大的波澜。但是对于了解
过“饭圈”的人来说，《偶像练习
生》的爆红，正是国内日趋成熟
的粉丝市场与正在形成的本土
偶像制造体系正式相遇的标志。

跟第一代选秀真人秀相比，
节目核心不再是技能的比拼，而
是侧重于艺人养成。节目的剧本

走向就是一群准艺人如何登上
最终的舞台，这和粉丝经济的逻
辑是一致的——— 让粉丝参与到
偶像制作的过程中，投入精力和
财力，使得粉丝和偶像之间存在
着隐形的契约关系。

并且，节目选手更加注意人
设打造和“圈粉”策略，因为这些
才能够制造故事，通过镜头的剪
辑塑造选手的性格，制造记忆
点，甚至每一次的花絮都能对第
二天的投票结果产生直接的影
响。这也是为什么粉丝总是喊话
节目组公平分配镜头的原因。

对于播出平台而言，《偶像
练习生》为爱奇艺带来了收视、
观众群、商业合作、艺人品牌以
及未来一年无法想象的团体收
入。但对于一个视频网站和制作
公司来说，还有太多需要学习和
谨慎对待的地方，“出道即高峰”
并非是一件好事。

对于各大经纪公司来说更
是如此，练习生出道以后该如何
发展？没有打歌舞台，没有已经
成熟的偶像音乐体系，没有本土
偶像包装的经验，这一切该如何
安排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对于还
未出道的练习生来说，2018年可
能更加重要。

豆包

偶像养成热度高就怕是昙花一现

这年头，不管在美国还是中
国，星二代富二代都有自己的苦
衷。之前奇葩大会，有个富二代来
讲自己的不爽，称自己被富一代
老爸限制了所有个性发挥和工作
生活选择。导师们问他你这么难
过，为什么不离开家族企业自己
闯天下。他说要留在家族企业里，
接管家族产业，尽一份孝道。

对此，高晓松讲了他考大学
时候的故事，当时他想逆着家人
的意思报考浙大，家里人跟他谈
话，主题是“君子要有一以贯之的
世界观”。听家里安排读清华，那
家人可以一直供你读到博士；如
果你要西方式的自由独立，那你
就实现经济独立自己养活自己。
这个思路可以作为一个人生公
理，走到选择处，就拿出来量一
下，用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帮你抉
择和取舍，而不是一不如意，就掏
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世界观来安
抚自己。

星二代有父辈阴影蔽日的苦
恼，在特别渴望承认的年龄里，无
论做什么都被说是靠老爸，前有
张默后有房祖名。因此他们叛逆
吸毒、打人，以此麻痹自己的那点
不如意。但是这种不爽和为难，和
赤手空拳打天下无依无靠毫无抓
手的普通孩子们的难处相比，就
太矫情了点。跟普通人相比，星二
代富二代他们要做的就是珍惜给
予，感恩命运，洁身自爱就好，除
了承担一些羡慕嫉妒恨带来的负
能量。曾有媒体人说过这样的话，
别老抱怨做成龙的儿子、张国立
的儿子不爽，学学谢霆锋，出道也
是叛逆加父荫被嫉被嘘，牙掉了
往肚子里咽，终于成功翻盘，把谢
贤变成了谢霆锋他爸，才是有种。
搞到吸毒携毒，涉恐威胁，犯罪伏
法，老爸是谁都没用。

黄啸

不管啥二代都要有
一以贯之的世界观

近日，孙怡发微博怒怼网友，
称自己没买过热搜也不稀罕上热
搜，更是直接说出“麻烦你们有点
脑子”“嘴欠”“缺德不缺”“爱看不
看”等所谓“明星亲自上场公开怒
怼网友”的激烈戏码。

一名演员长期没有作品，只
靠不断地秀恩爱获得关注，这没
问题，可是这是哪来的自信可以
直接怼网友“爱看不看”呢？用“爱
看不看”拉黑所有反对、质疑自己
的人，这并非明星本意，最多只能
算是耍个小姐脾气吧，错把所有
围观者都当成了可以宠自己、哄
自己的男朋友、老公。

明星艺人自己有了“热搜体
质”，这其实也不是问题，甚至还
是强化人设、争取流量的“先天优
势”。之所以会有“被质疑买热搜”
的场面出现，最大的原因还是内
容无聊吧。与其说是明星艺人本
人的“热搜体质”造成了吃瓜群众
偶尔反水，不如说是他们的表演
内容本身逐渐被无聊和无病呻吟
代替了。看客们看腻歪了那种尴
尬的玩笑和并不幽默的卖弄，什
么“老板”、“取关”、“你完了”，种
种关键词背后的言行并不是谁做
错了什么，只是这些秀恩爱的表
演不再受欢迎了，人们从新鲜、热
盼、熟悉，经过重复多次的尴尬表
演，变成了迟疑、腻烦和白眼，仅
此而已。 朱白

明星的“热搜体质”
看客早就烦了

4月8日晚，戴佩妮武汉
演唱会在武汉湖北剧院上
演，当戴佩妮演唱《怎样》时，
现场开始大合唱，不过随之
而来的“车祸现场”引起全场
哄笑，原因不是佩妮跑调，而
是她在与观众合唱时，一名
男观众上前冲着话筒接歌，
唱歌完全不在调上，现场戴
佩妮和观众笑成一片，她本
人也是为了唱完又掐大腿又
掐胳膊，她称自己很后悔，出
道18年第一次掐大腿唱完。
@杨岭天：我怎么会有这种
粉丝？
@Ni的精分男友：这是我带过
这届最差的粉丝。
@今天也在发福的鸡毛：真
的好怕她一话筒砸过去……
@恩泽：在 KTV 打开原唱的
你 VS 关闭原唱的你……
@灯灯 HOHO：这位歌迷一夜
爆红。

戴佩妮遇跑调粉丝
崩溃成表情包

李达康离婚一周年

王俊凯拿驾照
近日，王俊凯工作室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条王俊
凯驾车的小视频，并配文：

“凯Boss新技能get！驾照在
手，文明出行。热心教学，快
乐出发，王教练今天的知识
点小本本上都记好了没？”

视频中，王俊凯一边小
心地开车，一边不忘提醒粉
丝“大家开车一定要冷静，越
冷静细心，观察就越仔细”。
@橘子橙艾：激起了我不想
学车的心，果然还是爱豆的
力量强大！
@ILBOYS：以后你们三个出
去玩，再也不用骑自行车了，
你开个小车带他们俩出去。
@楠楠哥：我的天，小凯要开
车接送我了吗？

4月8日，有《人民的名
义》剧迷在微博上发文：“李
达康离婚一周年快乐”，并配
一张剧中李达康签署离婚协
议的图片，引发网友的热议。
@岳秀清：哈哈一周年了，好
快，要求复婚！
@吴刚：好啊，@岳秀清一年
啦！复婚吧。
@谦丝米米：大家别忘了明
年是复婚一周年。
@季佧：欢迎大家收看某领
导人公开撒狗粮大型虐狗系
列节目。

在2018年电视节目春推会
上，知名女演员陈数在论坛上表
达了关于目前国产电视剧中女
性角色呈现方式的困惑，引起了
部分创作者的关注。大意是在当
下的国产剧中，女性角色依然在
用接受男性帮助的方式去表达。
而欧美剧中传递出来女性在社
会当中的担当和独立，更丰富的
个人魅力，在很多国产剧当中不
那么容易找得到；日韩剧中，女
性角色在职场和生活等多方面，
表现层次也非常丰富。当代审美
下，女性角色应该呈现的是那些
更成熟的东西。

她的困惑可谓说出了许多
创作者的心声，国产剧女性形象
问题可谓是顽疾，闭着眼睛就能
想得到——— 傻白甜、玛丽苏、无
脑反智、有事找男人、姐妹翻
脸……以至于到了今天的电视
剧里，但凡一个智商在线、行为
处事果断爽利像个正常人的女
性角色就会受到好评的程度。

不久前刚刚播毕的《恋爱先
生》、《老男孩》和《美好生活》，更
是把女性角色的失色失智推向
了一个高潮。几部剧集，七八个
主要女性角色，几乎没有一个心
智正常有魅力的，“讲真，没有一
个酒店会要罗玥这样的员工”、

“希望《老男孩》中所有女生原地
爆炸”之类的热评一直不绝。

我们把国产剧这个范围再
缩小一点，仅圈定为都市剧，很
多都市剧中的女性角色则担负
着为女性观众圆梦或成为其向

往的重任。比如《欢乐颂》
系列中的安迪，她出场时
28 岁，已经有过血洗华尔
街的经历。但剧集中是怎样呈现
她的魅力的呢？老谭和小包总这
样成功多金的男人为她忙前忙
后，形象又深刻地传达出——— 女
性的价值要被异性认可才能得
到确认。至于她的工作能力是如
何呈现的？很抱歉，是那些光说
不练的假把式。

反观韩剧《迷雾》开篇的高
慧兰，婚姻走入死胡同，后继者
虎视眈眈，在充满男性对手的电
视台里树敌多多，依然强大、自
信，极具女性魅力，在最艰难的
情况下依然有自己的新闻底线。
与《傲骨之战》中的戴安异曲同
工，但她又与前些年国产都市剧
中那些玩偶一般的“女魔头”截
然不同，她的强大建立在对自己
专业技能的极度自信和对自己
所从事事业的强烈信念之上，这
种强大不可战胜。

而国产剧的反例当然是《大
丈夫》中李小冉的角色和《小丈
夫》中俞飞鸿饰演的角色，她们
的“魔头”体现在更年期一般的
歇斯底里和喜怒无常上。

正在热播的《南方有乔木》
中，两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为女
主角要死要活。虽然依然没有摆
脱玛丽苏，但白百何的女性科研
工作者形象好歹不像杨幂悬浮
于空中的翻译官和谈判官那么
可笑。而剧中的另一位女性角色
安宁，自预告片起就得到了广大

女性观
众的高度
期待。无他，
这是一个很复杂、充满人性灰色
一面的女人，等一个这样的角色
我们容易吗？纵观近两年都市剧
主要的女性角色，除了骆玉珠

（《鸡毛飞上天》）和唐晶（《我的
前半生》），你还能想起谁？

编剧作为国产剧创作中话
语权最低的环节，最不应该背这
个锅，有分析说，能接受自强独
立女主角的观众，他们或许掌握
一定的互联网舆情话语权，但绝
对不是支撑收视数据的主要人
群；铁的事实证明，许多傻白甜
和反智女主角的电视剧收视并
不差；电视台则表示片方可供我
们选择的东西都是如此，我们只
是在傻白甜和玛丽苏里做抉择，
我们又不生产水，我们只是搬运
工；而片方则说自己巨冤，你知
道演员多难求吗，她们只演 IP
剧，可都市小言文的本质和核心
就是反智啊，流量小花就爱演这
些呀，你说那些有追求的中年演
技派，你问问电视台买吗，买的
话我立马找她演……

实际上，这个行业的环环相
扣让所有从业者都难辞其咎。什
么时候我们能先把女主角的智
商拉到一个正常水平线，再来谈

“大女主”比较合适。
杀马特老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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