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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回复

47 岁的黄磊，近日在节目上
旧事重提，但澄清或者洗白的效
果并没有起到，而是在大家看来
有点越描越黑的意思。他先是主
动回应“重男轻女”这一质疑，去
年喜得贵子，黄磊便背上“重男
轻女”的指摘，按理说作为当事
人，这种私事不回应也可以。但
黄磊在节目上还是说了这样的
话———“听到老三是男孩的时
候，还稍微有点遗憾”。

不管黄磊有多喜欢女儿，这
样的表态也不像是一位父亲的
正常言论，尤其，作为明星的他，
一定知道这段“心声”，未来有机
会会被自己的儿子听到。即便万
般不想背上“重男轻女”的这口
锅，也确实没有必要用“遗憾”来
迎接自己亲生儿子的到来。这样
反常的表态，很容易被看成是这
个公众人物在表态上的一次“弄
巧成拙”。把一件本来如此的事
情，非得用截然相反的态度来反
驳和澄清，结果自然就是越描越
黑了。

身为中年的黄磊，在镜头前
不断眨眼、清嗓子，充满了刻意
表演的痕迹。这不一定是中年危
机的表象，但却可以看成是一位
公众人物的不自然流露。也包括
黄磊在节目上感慨张艺兴“真的
太玩命了”，并嘱托“这样不行，
会把珍贵的东西给丢掉就只剩
下努力了”。你一个年近五十的
老明星当然可以随时停下来，好
好享受人生，甚至将“努力”两个
字从自己的人生中丢掉也没关
系，但人家二十多岁刚刚起步的

年轻偶像，有什么理由不去玩命
和努力呢？不同的人生阶段自然
有不同的选择，对于张艺兴这个
阶段的艺人来说，把“努力”当成
是“珍贵的东西”又有什么问题
呢？过来人、长者、好为人师、经
验之谈，这些不是天然地让人
烦，而是这种思维很多其实是道
貌岸然揣着明白装糊涂。

遗憾是儿子或者感慨年轻
人太努力的这些，毕竟还都是私
事和个人看法不重要，但黄磊同
时聊到的关于他主演的翻拍电
视剧《深夜食堂》，就有了讨论的
必要。

黄磊主演的《深夜食堂》，把
原版本的9 . 2分生生地“崩塌”成
了2 . 8分，差评满天飞，其中生硬
密集的广告是导致其“滑铁卢”
的重要原因。黄磊近日在回应这
段争议时表示，这个戏本身就不
应该翻拍，戏里面有一个广告什
么的，作为演员，本身就参与不
了、也管不了这些事。“作为演员
管不了这些事”倒不好说成是十
足的明晃晃粗暴甩锅行为，但推
诿和避重就轻是难免的。

《深夜食堂》与同样获得坍
塌口碑的黄磊导演处女作《麻烦
家族》一样，它们的主要出品人，
都是黄磊作为投资人之一的风
火石公司。明明还是投资人，为
什么还用演员这个身份来试图
撇清关系呢？与其留下漏洞被戳
穿，还不如就干脆装傻闭口不
谈。如果中年危机属实，其实也
是人生常态，这没必要非得一定
出来搞个“危机公关”。正如这
段，演员、投资人之间的概念就
这么明目张胆地被调包了，可真
是“公关”失败啊。

至于说“危机”的产生和来
源，如果再联系到黄磊的黄小厨
公司曾因创意抄袭事件被广受

批评，还有他和孟非合伙的火锅
店，也因高昂菜品价格被认为是
利用明星效应大幅虚标等等，这
些其实都可以将“病症”指向明
星的“商业版图”这个焦点上。对
于黄磊来说，无论是投资的影视
文化公司，还是搂草打兔子干的
餐饮生意，都有一种赶鸭子上架
和用力捞金的意思。此时此刻的
黄磊，可远比张艺兴王嘉尔们要

“玩命”和“努力”得多。吃瓜群众
将这些怪象和诟病统统归结为

“中年危机”，其实已经是大大的
善意了。

名利都是好事，想得到和利
用好它们获得更美好的生活，这
一点问题没有。问题是，当一个
人拥有它们之前，更应该拥有一
份独立而又有担当的人格，碰到
点麻烦就先想着甩锅，为了证明
一件事就去贬低和否定另一件
事，这就是非常不稳重的“中年”
但是充满狡猾的“危机”了。朱白

隔记者 逯佳琦

荧屏进入五月份，不少热门
综艺也相继回归，作为人气相当
的两档综艺节目，《奔跑吧》和

《极限挑战》再次引发了观众的
“对比论”，两档节目都经历过几

季节目的沉
淀，都形成了
自己的独特
画风，新一季
节目开播，观
众除了关注
这两档节目
是否还是“熟
悉的味道”之
外，又玩出了
哪 些“ 新 花
样”也同样备
受关注。

事实上，
这两档综艺
在最新一季
中都或多或
少的做出了
一定的创新，
逐渐向“小清
新 ”之 路 靠

拢，但是最终的口碑却称得上是
天壤之别。在《极限挑战》再陷停
播风云之时，《奔跑吧》抢先登陆
卫视播出，在最新一季节目中观
众发现，《奔跑吧》的王牌游戏环
节——— 撕名牌已被撤销，就目前
已经播出的几期节目来看，节目
的“比拼”意味和娱乐元素并没
有减少，“跑男团”不论是在联合
国的维也纳总部比拼英语演讲
还是在因斯布鲁克比拼冰上运
动，在传播正能量之余也并不缺
乏娱乐性，“超式英语”、“Selina
致命高音”等节目关键词还一度
登上网络热搜。

与《奔跑吧》的创新设置相
似，新一季的《极限挑战》也不再
只着重描写“极限男人帮”的“内
斗”，而是加上了素人元素和正
能量元素。在首期节目中，“男人
帮回到1978年重温高考”、“素人
智囊团”等都让不少观众感觉颇
有新意，但是节目播出后，“智囊
团”可有可无的设置、“男人帮”
硬贴剧情像演舞台剧、说是重温
第一年恢复高考的岁月但整期
节目只看到了“男人帮”在拼命
干活等“硬伤”还是遭到了不少

观众的质疑，《极限挑战》这一季
不走心的创新显然没有玩到观
众的心坎里。

其实，频陷停播风云的《极
限挑战》与如今大多数综艺节目
的处境比较相似，在政策高压之
下，不少综艺节目找不到“娱乐
性”和“正能量”之间的平衡点，
创新玩得好的综艺如《奔跑吧》，
可以把正能量运用到游戏中寓
教于乐，如老牌综艺《快乐大本
营》，每一期都会以游戏赢家的
名义做公益。在如今部分“清流”
综艺只讲意义忽视娱乐性的市
场情况之下，《奔跑吧》这种创新
既不会触碰政策底线也让观众
能喜闻乐见。而反观《极限挑
战》，太刻意地硬靠正能量的节
目主题，又丢失了自己节目本身
的娱乐性，观众的反响已经是创
新失败的证明。

在这个综艺节目井喷的时
代，综N代搞创新是发展的必然
趋势，但是如何找好政策与娱乐
性的平衡点、能否做到“西瓜”、

“芝麻”兼得仍旧值得好好斟酌，
总而言之，“走心”依旧是创新的
重点。

综N代画风突变？玩创新也得走心

5月6日，第25届北京大学
生电影节在京召开，李晨荣
获“最受欢迎导演”奖，随后
范丞丞转发并配文道：“姐，
你还在拍戏吗？我姐夫拿大
奖了！”疑似坐实二人好事将
近的传闻！
@李晨：我能上热门吗？
@范冰冰：嗯！还辛苦的没收
工呢！明天你给你晨哥好好
庆祝吧！
@小怪兽打大怪物：这算是
不小心暴露了什么吧？
@人间悲秋：小心姐姐冲出
来打你。

范丞丞改口
喊李晨“姐夫”

张一山过生日
损友搞怪送祝福

5 月 5 日是张一山的生
日，好友杨紫和周冬雨都在
微博为其送上生日祝福，只
是祝福方式让寿星哭笑不
得。杨紫画了一幅两人“永远
好朋友”的简笔画，并配文：

“礼不在大小，而在心意。这
幅画把我所有的祝福都画在
了里面，具体的你自己慢慢
体会……最后祝你永葆青
春！皱纹法令纹永远消除！”
周冬雨则毫不留情把张一山
PS 成花式抱自己大腿的小
矮人：“长大了一岁，希望成
熟点，不要再蹭我热度了。”
@温温LHH：塑料的友情。
@别看我你不会后悔：灵魂
画手杨紫！
@胡同里只有猫：张一山提
着40米的大刀要来了，冬雨
躲远点。

5月7日，孙俪在微博晒
出两张小花妹妹在攀岩馆玩
耍的照片，并在正文中表示

“霸王花就是这样被练出来
的”。只见照片中的小花妹妹
紧抓岩石点，沿岩壁奋力向
上爬，身手敏捷，大概是个

“老江湖”了。孙俪于 2014 年
生下女儿，前不久小花妹妹
刚刚度过了自己的四岁生
日。虽为家里最小的女孩，但
她自出生以来就被冠上了

“霸王花”的称号，素以“霸气
外露”著称。
@辣条也要笑：花以后肯定
是个女汉子。
@王文华：遗传，遗传的。
@酿蜜好：小花妹妹一看就
是社会人啊。
@歪脖粒：霸王花本花。

孙俪家有霸王花
初长成

黄磊“重女轻男”论
实在站不住脚

近期，怀念前任的《后来的我
们》上映。一些观众反映，整个观
影过程中不知道多少人全程冷脸
以待，但在最后十分钟却被倔强
老父亲的一封信读哭了。这部爱
情片里寥寥几笔的亲情显得格外
精彩，制作团队大概没想到，观众
把最大的赞誉落在了配角身上。
纵览近年来的一些影视剧，这似
乎已是一种常态。

有这么一些作品，配角非常
出彩，甚至全面“吊打”主角，比
如，《人民的名义》让老戏骨们的
演技广受赞誉，在他们的衬托下，
陆毅则显得不出彩。这里并不是
用年龄去衡量演技，实际上，“戏
骨”们中不乏一些能力过硬的中
青年演员，只不过，他们在当下的
环境中很难接到主角的戏份。

但靠老戏骨配角的表演来留
住人心，赢得口碑，并非长久之
计。老戏骨长期屈居配角容易掩
藏金子，委屈了好演员。同时，这
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也根本解决不
了问题。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远大
前程》，有人说陈思诚找了半个演
艺圈的老戏骨，结果豆瓣评分刚
及格，让这部原本让大众满怀期
待的剧，在老戏骨的提携下也难
成气候。观众也在成长，他们终将
抛弃徒有外表的作品，拥抱专业
与实力。对于青年演员们，他们需
要向前辈看齐，怀着“业精于勤荒
于嬉”的匠心精神沉淀演技。当影
视行业主动纠偏之时，“票房口碑
双赢”这个理想化的盼望才能有
望实现。 刘清

老戏骨救不了
本就不及格的作品

最近，已经出道的范丞丞在
微博发布了一组自拍，其中一张
照片需要付费 60 元，成为他的专
属会员才可以观看，一夜之间便
有 8 万人买单。这事儿在网络引
起诸多争议，其经纪公司稍后发
表声明，表示 60 元是半年的微博
V+费用，并且 8 万人付费并不属
实。但是仍有人质疑，为什么看没
有任何作品的范丞丞需要付费？

事实上，在偶像产业更为发
达的日韩娱乐圈，粉丝会员模式
占据粉丝经济中非常大的份额，
它不仅能够筛选粉丝、提升粉丝
黏性，而且盈利空间颇大。近年
来，随着偶像产业的不断成熟以
及付费意识的兴起，国内经纪公
司也逐渐向日韩靠拢，不断深挖
粉丝经济，拓展新的盈利来源。但
为何范丞丞事件会引起舆论如此
强烈的反弹？

应该明确的是，虽然日韩的
粉丝付费模式非常成熟，但它们
无一例外是在经纪公司的自建平
台上收费，面向的消费群体主要
是具有独立经济能力的资深粉
丝。但此次范丞丞的会员制，则是
在微博这样的大众平台推广，它
面向的受众更广，粉丝年龄更低。
而大部分低龄化粉丝经济不独
立，也容易受鼓动。与此同时，此
次会员制并不是经纪公司主导，
而是微博主导，微博既是媒介推
手，更是利益变现的合谋；作为公
共平台，微博应该承担更多社会
责任，而不是唯利是从，滥用平台
权力和明星影响力，对尚不成熟
的粉丝经济推波助澜，想尽一切
办法从低龄化粉丝口袋中掏钱。

曾于里

看明星自拍要付费
粉丝经济不能这么搞

黄黄磊磊

黄黄磊磊和和两两个个女女儿儿

邓邓超超在在《《奔奔跑跑吧吧》》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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