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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犬小H、小O当迎宾员

小H是蘑菇屋的“迎宾
员”。刚开始，张航希想在乡村
寻找一只当地土狗或者中华田
园犬的幼犬，但大多数都是成
犬。“我们还是想找幼犬，毕竟步
履蹒跚一些才可爱。”于是节目
组便另找了一窝刚出生的黄色
柴犬幼犬，年龄最小的小H就被
幸运地选中。

小H刚来时才出生50天，乖
巧可爱的样子令明星们爱不释
手。但到了第一季后期，小H已
经长得胖如河豚、习得各种技
能。《向往的生活》执行导演、小
H的主人张航希表示，长大后的
小H变成了一只非常有镜头感
的狗，“它见到球就特别兴奋，所
以只要我用球去‘勾引’它，它就
一定会看镜头。”

第二季中唯一新增的动物
是另一只柴犬，它是小H的“女
朋友”，黄磊为她起名“小O”。之
所以加入小O，张航希透露，在
第一季结束之后，他发现小H变
得特别孤单，于是他又养了一只
母柴犬，“后来第二季节目需要
升级，所以我们就想，干脆让小
H的媳妇也一起上镜吧。”

番鸭彩灯被狗追学会反击

在第二季中，彩灯从第一季
中好动的小鸭子，成长为整天蛰
伏在凉亭里一动不动的大鸭子。
即便小H过来嗅它的尾巴，它竟
也纹丝不动，就好像一位思考人
生的哲人。张航希说，他们刚开
始并没有把彩灯禁锢在凉亭上，
而是把它放到院子里，让它随意
走动。但小H却开始不停追着彩
灯跑，以至于彩灯不得不飞到凉
亭的柱子上躲清静，“但莫名其
妙的，它好像就是爱在那儿呆着
不动。我们真的没有绑它，它脚
上的绳子只是家养动物的标
记。”据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彩灯也会暂时放下思考，“到时
候观众可以看到它开始反击小
H，追着小H跑，特别有意思。”

在节目中，经常被小H欺负
的三只鸡是节目组在拍摄第一
季时，从当地一窝鸡里随机挑
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刻意考虑
毛发颜色。”张航希表示，在拍摄
时它们经常会飞到院子外觅食
或下蛋，而且速度极快，摄像师
必须紧跟才能抓拍下来，所以素
材量很少，“但好在它们认家，每
天下完蛋后就自己飞回来了。”

高颜值羊点点爱偷听

点点是从北京“蘑菇屋”当
地100多只羊里精挑细选出的一
只。张航希表示，他们挑选羊只
有一个标准，就是颜值高。“点点
脖子上的花纹、犄角，还有整体
的颜色，都跟我们平时看到的羊
不太一样，显得特别帅气。”而点
点在录制过程中还无意暴露出

“爱偷听”的特殊性格。无论是主
人从羊圈走过，还是小H偷跑到
羊圈旁，点点都会趴到围墙上

“一探究竟”，“点点特别像一个
爱打听、爱偷听的人，所以我们
就决定给它做拟人化处理。”

第一季结束后，节目组耗时
十几个小时，开车把节目里的
羊、鸡、鸭全部从北京运到了杭
州乡村一家农场寄养，小H则由
张航希饲养。

《向往的生活》第二季第一
期播出后，彩灯的微博“尼古拉
斯·灯”一夜间新增粉丝近1000
个，目前彩灯的微博粉丝已快破
万。张航希表示，“这些动物的微
博由不同的工作人员运营，我们
会根据动物的性格和工作人员
的性格作匹配，选择出最合适的
人选。” 王雪琦

近日，东南卫视《鲁豫有约
一日行4》节目第二期，迎来了
著名表演艺术家、一代“美猴
王”经典形象塑造者六小龄童，
节目中，六小龄童回忆拍摄西
游岁月，自曝曾骨裂第二天仍
上线拍摄。

86 版《西游记》曾历时 17
年最终完成，如今已在荧屏重
播千遍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童
年记忆。节目中和鲁豫聊起这
部《西游记》为何能成为观众心
中的经典，六小龄童这样说：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允许
我们去磨、去拍，光是外景部分
现在任何一个剧组甚至好莱坞
都达不到”。除此之外，整个剧
组对事业的热爱和不计回报也
是铸成经典的背后力量。当时
的劳务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
子，六小龄童回忆到：“当时我
作为演员是70块，其他小猴子
是40块。”甚至有次被石头砸
伤，腿部骨裂，也只有20块补
助，而且第二天还得继续拍。

和如今剧组对演员安全的
重视不同，当时受条件所限，很
多危险戏份都没有太多的保护
措施。“大战红孩儿”中，六小龄
童仅仅是穿了一件实棉衣服就
拿真火烧，被风一吹能“听到自
己眼睫毛被烧没的声音”。如今
再度回看这些年轻人很难理解
的往事，六小龄童却说：“没有
任何别的想法，我们的初衷不
是为了钱，只有一个念头，必须
我上”。 冬冬

六小龄童太敬业
被砸骨裂接着拍

4 月 27 日，湖南卫视创研
会举行，会上公布了多档第三
季度新节目。其中就包括新节
目《幻乐之城》。据媒体记者在
前方会上获悉的消息，这档节
目由洪涛监制，将于 7 月 20 日
开播，何炅是主持人，王菲将成
为节目嘉宾。微博上也有不少
消息表示，易烊千玺、蔡依林等
大咖也都在邀请中。

据知情人透露，节目组和
王菲确实在接洽中，但是还未
确认。此外湖南卫视确实也在
会上公布了洪涛作为该节目的
监制，洪涛并没有离职芒果台。
从节目名字《幻乐之城》可看出
此节目与此前王菲演唱会《幻
乐一场》非常相似，或是为王菲
专属打造的音乐节目。

此外，在当日的会上，首次
担任节目联合出品人及监制的
梁翘柏发表了节目宣讲，并回
应了网络不实传言，表示网络
上的信息十分不准确，希望大
家多关注节目本身，不要以讹
传讹，静候官宣。 本报综合

洪涛筹备新节目
梁翘柏当监制

张杰为谢娜写情书
近日，生下双胞胎女儿的

谢娜重返《快乐大本营》录制节
目，和何炅、李维嘉、吴昕、杜海
涛合体。生完宝宝的谢娜气色
红润，身材圆润。

在节目中，谢娜曝光了张
杰在孕期为她写的情信，记录
了夫妻俩恩爱甜蜜的日常，谢
娜孕期每一周的变化。张杰撒
狗粮表示：“看着你每天鼓起来
的肚肚，我们都觉得好开心好
幸福……我一直觉得孕期的女
人是最有韵味最幸福的样子。”

张杰回顾谢娜怀孕时的日
常，不能吃最爱的火锅，不能喝
想喝的可乐，不能玩想玩的手
机，不能见想见的朋友，不能录
想录的节目，每天循环织围脖、
听音乐、吃孕餐、睡觉。

2月1日，谢娜生下双胞胎
女儿，张杰则在信里写到：“当
时我在门口放着为女儿写的
歌，心里也为她们默默地祈福，
希望能得到保佑和祝福。”充满
爱意的话语也让现场不少观众
大呼“太甜蜜”。 公莫舞

《向往的生活》第二季4月20日开播，这一季节目做了全新升级：蘑菇屋从北京郊区转
移到了浙江桐庐，屋子变得更宽敞，农作物种类更多，连换取生活费的方式都从摘玉米改
为插水稻。但令观众十分惊喜的是，第一季中曾出现的小动物们都还生活在“蘑菇屋”里，
它们不仅在节目中被拟人化，甚至在节目之外还开通了微博。

《向往的生活2》

萌宠当家欢乐多

马思纯：周冬雨当“侦探”比我还笨

想和吴磊组“父女”搭档

虽然在当期节目中实现了
逆转，但对于马思纯在节目中的
整体表现，仍有观众觉得“作用
不大”。不过，自认推理能力一般
的马思纯也坦言，“的确没有起
那么关键性的作用，从起点上来
说我觉得自己就低了一些，所以
我并没有急于求成，一定要让自
己变成一个多厉害的状态，像吴
磊或者邓伦或者何老师那样。我
觉得把自己最真实的状态呈现
给大家就好，不用刻意地说要很
聪明。”她还开玩笑说，自己本来

“希望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比较
文艺的女孩，但是到节目里就垮
掉了，那也是另一种状态下的自
己吧”。

《我是大侦探》里，成员经常
上演不同组合搭档，比如上一期
里，马马思思纯纯还还是是邓邓伦伦的的““女女朋朋
友友””，，下下一一期期，，马马思思纯纯就就成成了了大大张张

伟的“妈”。被问及自己还期待什
么混搭风，马思纯表示：“那就吴
磊当一次我的爸爸吧。”

说起来，吴磊也是她心目中
的“MVP玩家”，“我觉得吴磊真
的很不容易，因为他很辛苦，还
要上学考试，第二他的年纪(小)，
综合考量吧，我觉得他能想到的
东西太多，太丰富了，就是给了
我很多惊喜。这个‘小东西’真的
不错，真是很聪明很聪明。”

因投入被何炅推荐上节目

马马思思纯纯说说自自己己““看看柯柯南南都都害害
怕怕””，，最最初初之之所所以以参参加加《《我我是是大大侦侦
探探》》是是因因为为何何炅炅，，““何何老老师师跟跟我我说说
我我适适合合节节目目，，我我也也不不知知道道到到底底哪哪
适适合合，，但但是是我我相相信信他他，，他他觉觉得得我我
可可以以驾驾驭驭得得很很好好，，所所以以我我
就就来来了了””。。

何何炅炅觉觉得得适适合合，，是是因因
为为他他觉觉得得马马思思纯纯““投投入入一一
个个角角色色很很快快””，，来来到到这这个个
节节目目是是做做““擅擅长长的的事事””。。
但但马马思思纯纯纠纠结结的的是是自自

己真人秀经历不多，为人又比较
感性，“不太擅长这种逻辑思维，
需要智商全程在线的节目，其实
对我来说都是挑战”。她笑说自
己平常虽然爱思考，但“思考的
方式可能跟节目都不太一样”。

记者让她推荐一位圈内朋
友上节目，她就开始“损友”爆料
模式：“如果推荐一个人，我会推
荐周冬雨，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
是最笨的那个人了。”她透露周
冬雨看过节目也说她傻。至于假
设周冬雨来的话，会有什么建
议，她则表示，“就是保护好她，
不要让她受伤，除此之外她是天
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对吧，就是带
她闯天涯，然后她如果笨的话，
我会很开心的”。 蔡慕嘉

一直给人以“乖乖女”形
象的马思纯，“精明”这样的词
好像和她都不搭边。即便她近
期加入湖南卫视情境类益智
互动推理秀《我是大侦探》，成
为“侦探天团”其中的一员，大
家对她的定位也还是“小迷
糊”。但这个“小迷糊”竟然在4
月21日播出的节目中，首次作
为关键人物K且获胜。近日，马
思纯接受记者采访，让她推荐
一位好友上节目，她毫不思索
地选了周冬雨。

《《向向往往的的生生活活》》萌萌宠宠颇颇受受关关注注

马马思思纯纯自自认认推推理理一一般般

在4月29日晚江苏卫视播
出的《新相亲时代》中，人气男
嘉宾晁旭东遇上专程为他而
来的美女老师，但他最终拒绝
了这份真挚的告白，惹孟非当
场发飙，引发网友热议。

作为节目中连续三次坐
镇相亲的嘉宾，许多观众都对
晁旭东十分熟悉，晁旭东本身
是人气视频播主，拥有百万粉
丝，舞台上活泼随和，颇受关
注。在《新相亲时代》节目播出
后，惹怒孟非被骂的“晁旭东”
也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

近日，被“骂”上热搜的晁
旭东接受媒体采访，在采访中
晁旭东再次回应了拒绝女嘉
宾是因为二人相似的农村生
活背景，他担心周围的舆论会
影响女嘉宾的生活，“我不想
让她受到二次伤害。”

焦琳

《新相亲时代》
嘉宾被“骂”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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