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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有网友翻出了
一段鹿晗和邓超的采访视频。
在该采访中，邓超吐槽去美国
录制节目时，孙俪给自己办了
两张储蓄卡，结果到了美国刷
不了，没办法给鹿晗买生日礼
物。旁边的鹿晗补刀：“是因为
没开通业务吗？”但是邓超丧着
脸说不是，就是储蓄卡。

邓超还继续吐槽，之前去
国外录节目，孙俪只给了600块
钱，连买夜宵都不够，最后还是
大家凑钱给的他。最后邓超忍
不住抱怨：“真的，逼着我弄个
小金库。待会儿节目播出去，你
帮帮我。”鹿晗配合到“给他点
吧！”网友们看到邓超被娘娘管
这么严，纷纷评论：“哈哈哈真
的太惨了！” 刘琪

邓超出国
零花钱只有六百

近日，优酷公布 2018 年的
综艺新节目，其中暂以《坦白吧
花花世界（暂定名）》《想想办法
吧爸爸》最有话题度。

《坦白吧花花世界》促成了
蔡康永、小 S 的大重组。在经典
综艺《康熙来了》停播两年后，
观众终于不用再只靠着回忆取
暖。蔡康永在群访时也坦言，

“如果想全世界不要被老《康
熙》帮助，能改变这件事的人，
只有‘康’和‘熙’本人。”《坦白
吧花花世界》以查看嘉宾艺人
的“购物账单”为主要载体，展
开访谈。而节目的更深层次意
义，是通过看嘉宾购买的东西，
进一步挖掘 TA 的消费观点，
继而上升到生活态度的讨论。

凭借蔡康永和徐熙娣十二
年主持《康熙来了》积累下来的
默契，能再看到两人一唱一和
给嘉宾“挖坑下套”，互相爆料
已是有趣，何况新节目的幕后
操手还是二位非常熟悉的《康
熙》老班底B2团队。 麦琪

“康熙”重组
畅聊“买买买”

湖南卫视大型情境类益智
互动推理秀《我是大侦探》第五
期《神秘度假村-上》已于 4 月
21 日晚 10 点播出！节目高能持
续加码，在节目里，何炅掏心窝
感动落泪，众嘉宾齐齐发力，看
点密集让观众应接不暇。

本期节目中，寻找关键人
物k的过程其实正是一个“发现
爱”的过程：邓伦、韩雪“双糕”
夫妇为了保护爱人而起“伤人”
动机，马思纯为了守护年少的
儿子而选择伤害了别人。深受
触动的何炅竟现场落泪，直言
这一期的主题让人温暖又感
慨。何炅谈及其实最喜欢娃娃
机的人群正是空巢老人，并从
自己和马思纯饰演的“单亲父
母”角度出发呼吁大家多关爱
父母和家人。不少观众也深受
感动并称：“看过节目后想立刻
给家乡的父母打个电话，我们
长大的速度还是没能赶上他们
老去的速度啊”。

而在本周六晚的《神秘度
假村-下》中，何炅、吴磊、马思
纯、邓伦、韩雪、大张伟将继续
在阳光沙滩的世界探索未知的
故事。 本报综合

何炅《我是大侦探》
现场动情落泪

隔记者 逯佳琦

袅袅炊烟、窗明几净、三五
好友或结伴劳作或围炉谈天，
2017年，《向往的生活》成了荧屏
上难得一见的清流节目，何炅、
黄磊、刘宪华组成“H家族”作为
固定嘉宾入住了蘑菇屋，过上了
让都市人“向往的生活”。近日，

《向往的生活》第二季（以下简称
《向往的生活2》）开播，在新一季
的节目中，蘑菇屋搬迁到了浙江
桐 庐 ，“ H 家 族 ”也 有 了 新 成
员……尽管节目变化不少，但还
是那个让观众熟悉的“远方”。此
外，徐峥和王砚辉作为第一批来
访的客人，也为首期节目贡献了
不少笑点。

快速走红有啥妙招？靠才华！
语言能力惊艳观众

近日开播的第二季《奔跑
吧》中，一开场“兄弟团”就面对
了五位中外考官的面试，英语演
讲挑战中，郑恺一段帅气的脱稿
演讲，标准的发音和从容的姿态
好几次夺得全场热烈掌声，网友
们更是纷纷直呼：“郑恺这一期
也太帅了，精英范十足，看的时
候全程只有惊叹的份。突然觉得
学好英语真的很重要。”相比之
下，跟郑恺曾是同学的陈赫虽然
用幽默化解尴尬，但在英语能力
方面明显给他的人设减分。

其实，最近通过语言能力圈
粉的演员并不少。此前，因为一
期《声临其境》，赵立新强大的影
视剧配音功底和对多国语言熟
练的驾驭能力，让他本人以及他
之前演绎过的作品都成为网络
上热议的话题。因为语言能力积
累人气后，赵立新如今已成为不
少节目的人气嘉宾——— 他不仅
是网络综艺《机器人争霸》的主
持人，近日还主持了第八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开幕盛典。

同样是在《声临其境》中，韩
雪的深厚配音功力同样让观众
折服，收获了一大批粉丝。节目
收官之战中，韩雪一人给《头脑

特工队》八个角色配音被称“绝
了”，此外她和张鲁一合作配音
英文版《泰坦尼克号》，有观众认
为，“感受下她的英语发音，好听
又惊艳。”

丰富学识得到认可

除了语言能力外，综艺节目
中嘉宾还展示出丰富的学识，赢
得观众一致赞叹。

让观众觉得“不可思议”的
是，除了在《声临其境》秀出语言
能力外，韩雪还在《女人有话说》

《奇迹时刻》《我是大侦探》打出
“科技雪”“理工女”等称号。在
《女人有话说》中，她展示自己对
科技的迷恋，在《奇迹时刻》中，
继续主打科技牌，在《我是大侦
探》则是走推理路线。还有网友
发现，韩雪此前还曾经公开直播
10分钟重组手机、5分钟开密码
锁，重换手机碎屏等技能。

在几届《中国诗词大会》中，

除了一个个民间诗词高手
外，主持人董卿的表现同样
让观众赞叹。节目中，董卿
对各种诗词信手拈来，向观
众展示了自己深厚的文化
底蕴，让网友感慨“真正明
白什么叫‘腹有诗书气自
华’”“不管是《朗读者》还
是《中国诗词大会》，格外
欣赏董卿的才情”。

此外，本季《最强大
脑》中，王力宏也秀出自己
的学霸属性。作为威廉姆斯
学院和伯克利音乐学院的
双博士，王力宏不到十分
钟成功解出连记忆达人
王峰都觉得难度很大的
难题。选手和观众纷纷
为其智商点赞，“终于
看到一个能听懂规则
的嘉宾，娱乐圈的面
子可算被挽回来了！”

莫斯其格

在综艺节目中，哪种人设（人物设定的形象或特质）最圈
粉？此前，有嘉宾“耿直”圈粉，有嘉宾“呆萌”取胜，还有嘉宾展
现超高情商，获得观众极高的好感度。近日，观众的口味似乎
又发生了改变———“学霸”人设似乎更容易脱颖而出。近日，郑
恺在《奔跑吧》里秀口语、赵立新在《声临其境》中展语言天分、
韩雪更是在多档节目中同时发力、展现知识丰富的一面，他们
的表现为观众津津乐道，“没想到他们这么有才华”。

彭昱畅成“农活黑洞”

日前，《向往的生活2》首期
节目播出，观众惊讶地发现，和
第一季节目相比，《向往的生活
2》有了不少新变化，首先是蘑
菇屋“举家搬迁”到了浙江桐
庐，院内依旧是那羊那狗，院外
的景色已截然不同，虽不见了
熟悉的玉米田，但房前屋后郁
郁葱葱的竹林也别有一番风
味。此外，何炅三人组成的“H
家族”在首期节目中也迎来了
新成员彭昱畅，被观众亲切封
为“农活黑洞”的他也将作为固
定嘉宾参与到第二季的所有节
目中。

与刘宪华呆萌、“好色”的
性格完全相反的是，彭昱畅从
节目开播就一直卖力干活，从
默默地取快递到采蜜被蜇找节
目组“理赔”，再到挖不到竹笋、
黄鳝泥鳅傻傻分不清，彭昱畅
在节目中向观众展现了家长眼
中的另一种孩子形象：虽然人
生厚度不够，但一直踏实走在
进步的路上。“彭昱畅的形象代
表了当下的大部分孩子，他们
五谷不分但是性格很乖，依旧
让长辈们忍不住喜欢”，节目播
出后有观众评价。

在首期节目中，黄磊、何炅
“使坏”相继吓唬刘宪华或被淘
汰，感觉到生存压力的刘宪华

上演了一出“花式争宠”，不但
百般讨好黄磊，还“拉拢”彭昱
畅认自己当哥哥。节目播出后，

“刘宪华讨好黄磊用力过猛”、
“刘宪华会不会被换掉”也成了
观众最热衷讨论的话题。

何炅自封总监过足美发瘾

在《向往的生活》第一季
中，嘉宾陈赫抗拒干活又身体

“娇弱”的属性让黄磊给他贴上
了“好吃懒做”的标签。在《向往
的生活2》中，蘑菇屋又迎来了
一位“好吃懒做”的嘉宾，在首
期节目中，徐峥因为三拒干活，
不但被何炅、黄磊轮番调侃，还
被何炅封为“翻版陈赫”，被观
众搞笑评论：“陈赫人在家中
坐，锅从天上来”。节目中，“脑
力”同样不凡的徐峥在黄磊和
何炅的联合进攻下无奈只能节
节败退：不但一见面就被黄磊
调侃称“黑胖黑胖”，在睡前玩
牌这一蘑菇屋的保留节目中，
徐峥明明是赢家却被黄磊、何
炅套路“被洗头”、模仿小狗动
作……虽然一路“囧”况百出但
也贡献了不少的笑点。

除了徐峥调侃自己“只用
洗面奶洗头”、何炅联合黄磊上
演的擦保龄球式“光头抛光”之
外，何炅自封美发总监“何托
尼”也贡献了不少笑点，不但疯
狂调侃徐峥的头皮“会吸收洗
发水”逗笑了所有嘉宾，“何托
尼”在睡前还在回味给徐峥洗
头的感觉，美滋滋地称“他们应
该采访下我手指的感受”，让观
众纷纷表示：“笑掉大牙”、“心
疼徐峥”。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作为
访客与徐峥一起现身的王砚辉
表现却并不出彩，在“段子手级
别嘉宾”徐峥的衬托下，一直默
默干活、默默吃饭的王砚辉存
在感大为降低，两人的差别表
现再次验证了不是任何人都适
合参加综艺节目。

何何炅炅 黄黄磊磊

韩韩雪雪因因““学学霸霸””气气质质走走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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