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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成员都有看点

在先导片中，成员们之间的亲
密互动成为热议的内容。黄磊、何
炅老友默契足，共同商量为小H“女
友”定名小O。刘宪华遇弟弟彭昱畅
乐开花，立即开启好哥哥模式，骑
上自行车载弟弟去取包裹，回程路
上共喊“默契”。刘宪华协助黄磊共
搭灶台，深情告白黄磊“如果我是
女的我会想嫁给你”，黄磊听后回
应“有你这么个儿子也不错”，展现
暖暖的“父子情”。先导片播出后，
网友纷纷被成员们之间温馨的气
氛打动，感慨“还是熟悉的配方，熟
悉的味道”。

蘑菇屋“H4”黄磊、何炅、刘宪
华和小H乘坐渔船来到了风景如画
的江南乡村，而早早到来的彭昱畅
已因一通电话去往村口取包裹，小
H 一到蘑菇屋，立即奔向已在等待
的“女友”。彭彭和小 O 的加盟为蘑
菇屋新增了新鲜的活力，“H4 ”升
级为“H6”。此外，第一季中的老朋
友们也悉数回归，“彩灯”化身哲学
家“尼古拉斯·灯”成新晋网红，面
对黄磊“把彩灯做成标本”的豪言
壮语，网友留言喊话彩灯“小心黄
老师”。“老点”带着长成“大霸”的

“天霸”继续“偷听”，而长大后的小
鸡“小黄”和“小白”依旧难逃被小
H 追逐的命运。

“生存难度”大幅升级

《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蘑菇屋

生存须知”全面升级，以务农劳作
取代了“玉米银行”，同时生活经费
必须用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兑换。
首期节目中，嘉宾徐峥本以为登门
是客无需干活，胃口大开点菜“虾
爆鳝面”和“油焖笋”，然而被何炅
的“黄鳝要自己捞”一语惊醒梦中
人。徐峥连忙降低要求“那我们就
吃别的呗”，并自曝原则“不能为了
完成任务把自己累着”。面对黄磊、
何炅的连环“攻击”，徐峥以“插秧
我不会”、“砍柴我不行”以及沉默
不接话花式“拒绝”。然而自诩“不
抗造”的徐峥还是被何炅展示的防
蜂衣吸引了视线，不知不觉中竟决
心参与到采蜜工作中。

徐峥、彭昱畅结伴采集蜂蜜，
二人面对密密麻麻布满蜜蜂的蜂
箱和立体环绕式蜂鸣，大呼“头皮
发麻”、“流冷汗”。当徐峥将蜂板从
蜂箱中缓缓抽出时，彭昱畅配合用
刷子赶走蜜蜂。每刷一下蜂板，彭
昱畅都要深吸一口气，徐峥在一旁
暖心安慰“你只要温柔一点”、“对
了”。就当二人渐入佳境时，彭昱畅
不慎被蜜蜂叮到了脚踝。然而彭昱
畅顾不上疼痛，坚持和徐峥完成了
采蜜工作。在徐峥和彭昱畅的共同
努力下，三罐纯手工酿造的天然蜂
蜜新鲜出炉。徐峥大呼“特别有成
就感！”

在节目中，成员们还将进行草
莓酱、蜂蜜、笋干等农副产品的制
作，以赚取生活费。

本报综合

《向往的生活》：黄磊何炅携“老友”回归

陈小春与四岁儿子陈胤捷
（ Jasper）自从参加内地真人秀
《爸爸去哪儿》第五季后，人气
急升。Jasper 的懂事表现，被封

“小暖男”，俘虏无数粉丝，连带
爸爸陈小春也“父凭子贵”，工
作接到手软，有传他的商演价
格更暴增五倍！

自从 2013 年 Jasper 出世，
夫妻都甚少让儿子曝光。不过，
去年忽然“破禁”，陈小春带着
Jasper 父子档上阵，参加亲子真
人秀《爸爸去哪儿 5 》。节目播
出后，陈小春和 Jasper 的互动
惹来观众极大回响之余，网民
还大赞 Jasper 成熟懂事。儿子
的人气沸腾，也带领爸爸、妈妈
人气大涨，大量节目和广告商
排队找上门，工作都没有停过。
据知，陈小春和应采儿早已拥
有高知名度，之前商演价大概
是三、四十万。而《爸爸去哪儿》
后他们身价再翻几番。陈小春
开价一百五十万一个跨年活
动，综艺节目由七位数加到八
位数字起跳，若夫妻档或一家
三口出动，酬劳就更甚。 小宗

陈小春“父凭子贵”

原创连续剧悬念式户外真
人秀《二十四小时》第三季在 4
月 14 日收官，“时空商队”林志
颖、余文乐、白敬亭、林允、魏大
勋、胡一天、熊梓淇，来到古代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上演终
极决战。余文乐、林允赢得最终
胜利，不慎“穿越”到了汉朝元
狩四年（前 119 年），为第四季节
目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启埋下
伏笔。

收官之际“时空商队”集体
发文感慨，林志颖深情告白大
家“你们是我的骄傲”，余文乐
回忆旅途：“一起去美丽的地
方，一起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现
在想想仿佛还是昨天的样子。”

《二十四小时》已走过三
季，足迹踏遍了欧洲、中东、东
南亚、东亚等国家和地区。本季
节目收官，以“古丝绸之路”的
起点西安作为终点站，同时也
寓意着节目由“海上丝绸之路”
迈向“陆地丝绸之路”。可以想
象，《二十四小时》第四季在今
后的“陆地丝绸之路”旅程中，
将带来更多更精彩。 刘琪

《二十四小时》
第三季收官

本周日（ 4 月 22 日）晚 20:
00，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欢乐
中国人》中，海清作为中国故事
讲述人，跟大家讲述了一对“熊
猫夫妻”守护国宝大熊猫的故
事。同时还在节目中跟大家分
享了自己苦习舞蹈的经历。

节目邀请了一个老年芭蕾
舞团，成员基本都年过七旬，在
六十多的年龄开始学习芭蕾。
这样励志的故事也让自幼习舞
的海清难掩激动和喜悦。节目
中，海清分享了自己从小开始
学习舞蹈，经历了一系列伤病
之后，最终不得不放弃的故事。
但一提起舞蹈，海清依旧表现
出极大的热情，在节目中她还
亲自在舞台上展示了原地旋
转，“留头甩头”有模有样。

谢明

海清展舞步
宝刀不老

《奔跑吧 2》跑进联合国

武打改文斗 有才最圈粉

□记者 逯佳琦

二季度一直是卫视综艺大混战时期，近期不少热门综艺节目
纷纷开启录制，为今年的卫视综艺大战做准备。作为一档老牌热
门综艺，《奔跑吧》第二季已经在近日率先开播。顺应了综N代大刀
阔斧玩创新的潮流，新一季《奔跑吧》的节目内容也发生了不少变
化，在首期节目中，邓超、陈赫依旧是节目的笑点制造机，让观众
感叹“还是熟悉的味道”，但首期节目选择用英语演讲比拼代替标
签环节撕名牌，虽然火了“小猎豹”郑恺，但这种“武打”改“文斗”
的设置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让节目口碑陷入两极。

生活服务纪实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二季——“江南
篇”先导片已经在湖南卫视播出。黄磊、何炅和刘宪华携萌
犬小H回归节目，新成员彭昱畅加入尽显朴实气质，小H女
友小O亮相，“H4”升级为“H6”，一家人共启向往的生活。《向
往的生活》第二季的第一期将在本周五（ 4 月 20 日）晚正式
亮相，届时导演徐峥也会亮相。

正能量元素增多获好评

与前几季相比，《奔跑吧2》
节目风格转变明显，节目不再
追求娱乐至上，开始主打传播
正能量。在首期节目中，跑男
团去往联合国在维也纳的总部
挑战全英文演讲、奥地利总理
出镜为“跑男”代言等节目细节
让观众直呼“正能量十足”、“热
血满满”、“看到五星红旗时突
然想哭”。

事实上，这并不是《奔跑吧》
第一次转变节目风格，在《奔跑
吧》第一季跑男团排练《黄河大
合唱》那一期，可以称得上《奔
跑吧》风格转变的开始。从《奔
跑吧2》的首期节目可以看出，
如今节目再增加正能量的元素
已经开始得心应手，相比起排
练《黄河大合唱》时的刻意煽情，
利用“你画我猜”传播中国的汉
字文化显得更有趣味性，值得
一提的是，在这一环节中，不论
是独具猜字天赋的邓超，还是
外国小哥“方块王子”都自带笑
点，获得了观众的喜爱，这也足
以证明，在一档节目中娱乐和正
能量并不冲突。

不撕名牌嘉宾人设失效

在《奔跑吧2》的首期节目
中，除了正能量元素增多，娱乐
元素减少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在节目播出后，观众们最关注的
莫过于节目的撕名牌环节去哪
儿了？历经几季，《奔跑吧》已经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节目内

容体系：每期一个主题，由撕名
牌决定胜负。所以时至今日，撕
名牌早已成为了《奔跑吧》的一
个标签和卖点。但在首期节目
中，观众们惊讶地发现最具看点

的这一环节被撤，取而代之的是
跑男团挑战英文演讲。

尽管这一设置是为了与首
期节目的主题相对应，并且跑男
团成员用亲身经历为观众普及

了不少英语面试和英语速成的
干货。但必须承认的是，《奔跑
吧》用无数期节目为每一位嘉宾
量身打造的人设此次集体失效，
没法“捡漏”的王祖蓝和一身蛮
力无处安放的李晨在节目中存
在感大大降低，整档节目更像是
跑男团参加“英语速成班”。紧张
刺激的撕名牌环节被撤，在找到
新的看点和标签之前，节目剧情
平淡难以避免。

观众圈了一波“猎豹粉”

除了某些节目环节设置改
变有看点，在首期节目中，“小猎
豹”郑恺的表现也让人眼前一
亮。在全英文演讲的过程中，流
利的口语加上稳固的台风让郑
恺的表现非常出彩。节目播出
后，有观众直言：“体会到了好好
学习的重要性”。在最新一季的

《奔跑吧》中，邓超、陈赫依旧是
在拼命制造笑点，但事实是，邓
超“you run吧me”、“we are伐木
累”等“超式英语”的确让人忍俊
不禁，陈赫的“打嗝”也依旧别具
特色，但这些明显的“加戏”手
段，最终都没能敌得了郑恺默默
的靠才能圈粉。

此前，在邓超、陈赫两个综
艺感超强的队友光环下，郑恺算
得上是跑男团存在感最弱的一
位成员，但拥有一技之长傍身是
永远的保障，从另一方面看，郑
恺的表现才是一种高级的综艺
感，因为如今的娱乐圈不缺会搞
笑、会制造气氛的笑星，但是缺
少拥有真正学识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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