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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芒果台）一档
职场历练主持新人的节目《青
春好样的》即将在近期上线。19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持新生，
将以试用员工的身份，进入主
持新生训练营开启人生中一
场特殊的“职场菜鸟成长记”。

据悉，节目将于5月3日开
播。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办
公环境，《青春好样的》节目中
主持新生的办公区——— 企划
室就设置在湖南卫视节目制
作中心的顶层。

据相关人员透露，19位“逐
梦飞行员”将在三个月内争取
湖南卫视的几档王牌综艺节
目《歌手》、《快乐大本营》、《天
天向上》、《我想和你唱》等节
目台前幕后的工作机会，最终
诞生一位湖南卫视主持新人
王，同时获得2019湖南卫视跨
年演唱会的首个主持席位。

莫斯其格

19位主持新生
角逐芒果台新主持

东方卫视全新代际相亲
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如今
已经播出至第十二期，节目笑
点不断，“月老”张国立不仅再
次促成3对嘉宾牵手，还不小心
首次暴露“少男心”。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当气
象播报员任希文感慨相亲不
易时，张国立为了给她打气，
竟直接为她现编了一段“偶像
剧”：“男主角”走在路上，碰巧
看到商店橱窗的电视机里正
播着《中国新相亲》，惊鸿一瞥
就对任希文一见钟情，并快速
找到节目组来追求梦中情人！

“粉色系”剧情让任希文大呼：
“国立老师，没想到你还有一
颗少女心。”谁知张国立一本
正经纠正道：“我是少男心。”
出人意料的一幕让网友纷纷
惊呼，“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国
立老师。” 科翼

《中国新相亲》
张国立暴露“少男心”

《女人有话说》
胡可分享婚姻观

在《女人有话说》节目中，
胡可凭借“儿子要照顾女朋
友，不用照顾我”的超贴心观
点，一夜之间被网友称为“国
民婆婆”。作为两个孩子的妈，
胡可“升级打怪”技能自然不
在话下。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她带领奚梦瑶、谢依霖以及好
友“野蛮朱”在拳馆的真枪实
弹对决，完全就是“真人版拳
皇”，一度妈妈力爆棚。

在几位好友共同经历了
“拳皇对决”后，大家的感情迅
速升温，奚梦瑶更是一改往日
看法，谈起了对婚姻的向往。
对婚姻充满困惑的奚梦瑶，在
此次相处中再度提出自己的
疑虑：“结婚后会有多么不一
样？是不是应该不结婚？”面对
这个问题，作为过来人的胡可
和谢依霖现身说法。胡可表示

“恋爱是爱上优点，结婚还要
爱上缺点”，表达了自己身为
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对婚姻的
深刻见解，谢依霖则更加贴切
地形容“恋爱是化学反应，结
婚是物理变化”。 张辽

江山代有才人出，这句话
用到更新换代频繁的综艺节
目上再合适不过。相亲、竞技、
歌曲类综艺各领风骚若干时
间，之后就陷入瓶颈期，这次
轮到了旅游类真人秀节目。
2015年、2016年这类节目蜂拥
而起，多家卫视均有高收视的
旅游类节目，比如《爸爸去哪
儿》、“花样”系列。但到了2017
年，曾经的几档王牌节目均遭
遇了收视滑坡。今年，旅游类
真人秀节目的标杆——— 曾掀
起不少口舌之争的《花儿与少
年》传出停播消息，引发观众
哗然。旅游真人秀面临哪些困
局和风险，还能不能办下去？

旅游真人秀综艺疲软？

与文化“搭伙”或是新出路

嘉宾表现难有突破

真人秀刚兴起时，明星们从
角色后头走到了观众面前，他们
的衣食住行、人设都在荧屏上一
一呈现，充分满足了普通观众的
好奇心，就比如《花儿与少年》中
率性的许晴和《花样姐姐》中体
贴的林志玲，都曾在社交平台引
发议论。但随着明星参加真人秀
经验的增加，在节目中也会更加
有的放矢地展现自己，随之而来
的后果就是节目显得很平淡。参
与过旅游真人秀项目的业内人
士透露，一方面明星参加真人秀
时越来越吝啬，不再愿意展现自
己。另一方面，他们给节目组的
拍摄时间也非常有限，而真人秀
恰恰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才能
碰撞出吸引人的内容。

《花儿与少年》第三季被称
为该系列最和谐的一季，但收视

率却最低。曾参与过旅游真人秀
后期制作的工作人员Z表示，《花
儿与少年》第一季时呈现出来的
人际关系和感情都非常真切，第
三季过分随意，缺乏对嘉宾和情
节的控制，“观众虽然希望看到
明星真实的一面，但并不希望她
们像普通人一样吃喝拉撒睡，观
众想要的是用戏剧的形式来表
现这种‘真’。”

出国游不再新鲜

一直以来，招商情况直接决
定着一档综艺节目的生死存亡，
能够获得品牌方的青睐被视为
节目得以持续的根本。在这样的
制作导向下，旅游类真人秀一定
不是讨巧的类型。一方面，随着
大众消费能力的升级，出国游已
经变得不新鲜，节目中展现的异
域风俗和景色也就没那么有吸
引力了。另一方面，旅游真人秀

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很高，在外
景地能否获得合适的素材也是
未知数，相比棚内综艺，制作风
险更高。有时候，节目有热度是
因为嘉宾自带热点。如果用其他
形式呈现也能带来热度，制作方
没必要选择旅行真人秀这种费
时费钱的形式。

此外，平台的宣传推广资源
向头部综艺倾斜明显，今年的流
行趋势体现在街舞、机器人节目
上，就算是品牌调性跟旅游真人
秀更吻合，品牌方出于曝光度的
考虑，也更愿意把资源投放给头
部综艺，哪怕不拿总冠名，只是
作为赞助品牌出现。

文旅类节目或成出路

某业内人士称，作为真人秀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嘉宾始终是
最大看点，选择嘉宾也是旅游真
人秀制作的关键。以《闺蜜的完

美旅行》为例，这档节目邀请明
星姐妹团一起旅行，可以让明星
在朋友面前更加自如、真实地展
现自己。并且主嘉宾还包含了近
期因为在《偶像练习生》中担任
导师而人气上涨的程潇。出品方
认为相比于选择已经曝光比较
全面的高流量艺人，某段时间内
人气快速上升的话题人物对观
众来说更加新鲜，也更具挖掘的
潜力。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旅游节
目这个大品类下，目前平台更需
要能把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的
文旅类节目，纯粹以综艺娱乐为
主要内容输出的旅游节目已经
不再是市场的主流需求了。据
悉，今年将有多档文旅类节目上
线，如北京卫视《隐藏的风景》邀
请名家游学京杭大运河沿线重
点城市，浙江卫视《小镇上的来
客》等。 王雪琦

谢娜产后复出
怕冷场即兴尬舞

近日，刚刚升级当妈妈的谢
娜被网友拍到机场路透照，根据
此前主持人何炅晒出的五只话
筒的照片，网友分析谢娜此次是
产后正式复出，将前往长沙录制

《快乐大本营》。
4月24日，谢娜更新微博谈

到了自己复出后首次录制节目
的感受，她在微博中写道：“昨天
录制结束，出场的时候有点紧张
怕自己业务生疏造成冷场，还好
有音乐，即兴尬舞了一段吓到了
我的小伙伴们。熟悉的舞台熟悉
的伙伴熟悉的观众和微胖的
我”，谢娜还“生气”的表示：“昨
天来的女嘉宾个个又美又瘦腿
又长，真烦人。”

据录制现场的网友介绍，谢
娜在此次录制中还首次透露了
自己两个女儿的名字，分别是

“跳跳”和“俏俏”。据悉，谢娜两
个女儿名字的来源是因为在孕
期拍B超照时，一个女儿嘴巴翘
着所以决定叫“俏俏”，一个女儿
在跳，所以决定取名为“跳跳”。

网友看到谢娜确实回归《快
乐大本营》，也纷纷评论道：“娜
娜爱你，你是最美的！”“一直最期
待你回归，太好了！”有网友在评
论中调侃谢娜：“娜娜也很瘦就
是有点腿短而已”，谢娜特意翻
牌“生气”回复：“你家住哪儿？”

麦子七

《跨界歌王3》：

徐静蕾压力大到爆瘦八斤
由北京卫视制作的明星跨界音乐真人秀节目2018《跨界歌

王》，近日在北京电视台大剧院举行发布会。吴秀波、徐静蕾、刘恺
威、陈学冬、李菲儿、韩东君、毛晓彤等7位跨界歌手亮相。据悉，本
季《跨界歌王》的首发阵容不乏实力佼佼者，让不少嘉宾表示“压
力巨大”。值得一提的是，《跨界歌王》第三季总导演宫鹏还在现场
透露新一季的节目内容也有不少全新升级。

首发阵容惊喜不小

近日，节目曝光了《跨界歌
王》新一季的首发跨界歌手阵
容，吴秀波、徐静蕾、刘恺威、陈
学冬、李菲儿、韩东君等六位选
手作为首发阵容，演员毛晓彤
作为补位嘉宾加盟。首发阵容
中不少演员都鲜在公众场合展
露歌技，其中吴秀波更是时隔
多年后再次以歌手身份现身，
对于重登舞台的他直呼“忐
忑”，并表示是“抱着学习的态
度来”，把节目当成一个课堂，
争取在节目里学会唱歌。

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大
多以导演身份出现的徐静蕾，
据节目组透露其实早在第二季
时就向她发出了邀请，但因为
各种原因未能成行。这次作为
首发阵容，徐静蕾此前接受采
访时表示压力很大，来节目后
瘦了八斤，实现了多年的减肥
宿愿，而选曲方面她也表示会
优先考虑好友高晓松的作品。

在首发阵容中，刘恺威的
加入无疑是目前节目最大的争
议点，真爱粉对于自己偶像的
跨界表现满满期待，但也有不
少网友质疑：“刘恺威鲜少上综
艺节目，对他的表现不抱希
望”、“近几年的刘恺威都快成

‘烂剧王’了，他参加综艺能好
看吗？”

总决赛新增帮唱嘉宾

据悉，新一季的《跨界歌
王》在节目内容上也有了新升
级。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
升级的明星阵容。《跨界歌王》
的“聚星”能力一直不容小觑，
继前两季刘涛、江珊以及白百
何、王凯、谢娜、潘粤明、张继
科、陈建斌、姚晨等30多位明星
跨界亮相后，本季将有哪些明
星嘉宾现身一直备受关注。在
日前举行的节目发布会上，第
三季总导演宫鹏表示，除了现
身发布会的众位重量级大咖以
及之后的补位嘉宾，总决赛上

还将有惊喜帮唱嘉宾现身。
此外，作为一档音乐类真

人秀，《跨界歌王》第三季在音
乐元素升级上也有不少亮点。
除了由薛之谦、谭维维、黄子佼
组成的点评嘉宾团，节目还开
发了经典对唱、金曲重唱环节，
并且整季节目的编曲风格也将
更加多样化。而在赛制方面，总
导演宫鹏用“单挑互投，对抗升
级”八个字进行了精确总结。据
悉，在《跨界歌王》的本季节目
中，明星们的比赛顺序除了受
观众投票影响，明星嘉宾和点
评嘉宾也可以用投票来改变比
赛进程。 本报综合

《《花花儿儿与与少少年年》》第第三三季季全全员员海海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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