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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电视荧屏，喜剧节目
层出不穷，《欢乐喜剧人》、《我
为喜剧狂》等陆续推出，各种
喜剧形式百花齐放，广为观众
喜爱与认可，然而单以相声为
表演形式的综艺节目却没有
涉及。

近日，天津卫视推出全国
首档原创相声品牌节目《笑礼
相迎》，促进中国曲艺艺术的
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同时，更
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声演员
和爱好者们提供交流感情、切
磋技艺的平台。

据悉，《笑礼相迎》节目将
邀请全国各地老中青少几代
相声人齐聚一堂，充分展示相
声艺术薪火相传兼容并蓄的
生动喜人景象，姜昆、马志明、
常贵田、姜宝林、杨少华、李
菁、苗阜、何云伟、高晓攀、方
清平等确认加盟，雷恪生、杨
蕾、刘亚津等跨界助阵。

春晚归来的相声演员李
丁搭档金牌相声主持裘英俊，
用自身固有的职业幽默感和
捧逗演员之间的默契度，把主
持人的视角和相声演员的态
度相结合，挖掘相声大师背后
不为人知的暖心爆点。

《笑礼相迎》节目每期将
制定一个主题，针对每期主题
邀请三组相声选手进行相声
创作。 本报综合

《笑礼相迎》
姜昆何云伟等加盟

日前，在浙江卫视播出的
《奔跑吧》最新一期节目中，
《复仇者联盟》的英雄们惊喜
“现身”，成为了兄弟们的任务
发布者；而突如其来的游戏惩
罚不仅将邓超“吓哭”，还引得
鹿晗大呼“崩溃”。此外，观众
期待已久的“撕名牌大战”也
再度归来，成功引发了网友的
高度关注。

“什么时候开撕”、“好想
看撕名牌”伴随着众多期待，

《奔跑吧》终于迎来了本季首
场“撕名牌大战”。

众所周知，“撕名牌大战”
需要进行体力和脑力的残酷
角逐，一度被网友冠为《奔跑
吧》最为经典与刺激的项目。
然而本期兄弟们的撕名牌过
程却异常“和谐”。现场，王祖
蓝不仅自言自语“很想他撕
我”，还在遇见杨颖后挑衅道：

“你都不敢撕我！”而以往被誉
为“最弱体”的陈赫此次则反
常地提出要挑战“力量担当”
李晨，制造了不少欢乐。

张辽

《奔跑吧》
撕名牌环节回归

在5月19日播出的《非诚勿
扰》节目中，姜振宇与黄澜现场
直面男女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讨论过程中更出现罕见分歧。

节目中，2号男嘉宾上台后
带来了一个情感中的常见话
题：心意和礼物哪个更重要？对
于黄澜老师“礼物是男生对女
生表达爱的方式”这一看法，姜
振宇老师表达了不同意见：“我
抱着一颗心来了，难道还不如
去刷点卡买东西吗？”

这一场短暂的讨论看似有
分歧，但出发点都是一致的。讨
论的意义也正如孟非所言，是

“都必须让对方感觉到，感情的
首先存在”。这一首要原则，也
得到了姜振宇老师的肯定。二
位的精彩讨论，也让姜振宇老
师替广大男同胞们表达了真实
的想法，鼓励男女关系能够做
到换位思考。 得得

《非诚勿扰》
姜振宇黄澜现分歧

湖南卫视大型情境类益智
互动推理秀《我是大侦探》，目
前播出了第九期———《鸟不拉
市奇遇记·上》。

告别神秘的马栏古宅，何
炅、黄磊、吴磊、马思纯、邓伦、
大张伟来到了充满异域风情的

“鸟不拉市”，开启新一轮推理
之旅。

“我怎么是明星，我是巨
星”，在被马思纯问到“很熟悉，
你是哪个明星”时，何炅忍住满
脸笑意大声说道。虽然意料之
中地收获了一片吐槽，但开启

“演技模式”的何炅，还是决定
坚持把自己的戏进行到底。

但是，日常“皮”之下，说何
炅是大侦探最靠谱的侦探，应
该没有人会反驳。分析证据解
动机，破解机关开密码，在节目
中，靠谱侦探何炅更是脑洞大
开，解决了让不少嘉宾头疼的
关键线索。 张瑾

《我是大侦探》
何炅再秀高能推理

近日，黄圣依一家花式炫富
频上热搜，带来流量的同时也带
来争议，导致《妈妈是超人3》第
一期疑下架整改，而随后播出的
第二期节目中，黄圣依的随身衣
物、家中装饰品均被打马赛克，
就连角落处垃圾桶也未“幸免”。
眼尖的网友不难发现，垃圾桶为
某国际大牌。实际上，在如今的
节目中，马赛克频频出现，版权
问题、嘉宾隐私、政策导向，让节
目组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对
此，观众的反应却褒贬不一。

马赛克背后

版权、导向是主因

综艺节目马赛克的大规
模运用在今年年初达到新
高度，今年1月份，广电总
局在宣传例会上提出综
艺节目邀请嘉宾
坚持“四个坚持
不用”标准，明
确要求节目中
纹身艺人、嘻
哈文化、亚文
化 (非主流文
化)、丧文化(颓
废文化)不用，
标准之下行业
新规陡增，各
节目组不得不
慎 重 邀 请 嘉

宾，各嘉宾为了在综艺节目中获
得露脸机会也不得不注意自己
的形象是否合乎规定，一旦越轨
就会遭到弃用或者全程马赛克
的下场。

其次，明星具有带货作用，
非赞助商品牌不能露是默认行
规。这几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意识
逐渐加强，节目中的马赛克也随
处可见起来。霍尊在《歌手》节目
录制中喝非赞助商提供的水，节

目组立即将霍尊喝的水
打上了高糊马赛克，
连霍尊的手也变得
模糊不清了。

此外，节目组有
时候考虑到嘉宾的
个人隐私，也会在
节目播出时打上
马赛克，尤其像
《爸爸去哪儿》、
《爸爸回来了》、
《妈妈是超人》等
这类以萌娃为主
的综艺节目，更
要避免泄露嘉
宾的隐私。早前
在《 爸 爸 回 来
了》节目中，吴
尊给三岁半的
女儿neinei全裸
洗澡，虽然节目
方用马赛克遮

挡住所有的敏感镜头，
但依旧有不少网友批判
节目为收视率无底线无
节操，有关小女孩个人
隐私的镜头就不该拍。

马赛克使用

应把握基本尺度

马赛克问题不仅仅是节目
组单方面的自发行为，动辄牵扯
赞助商、政策、舆论，哪一方面都
是不可忽视的。如今，“低调炫
富”已成节目“禁区”，有镜头就
必有马赛克加身，力图杜绝炫富
现象。但网友表示此举动有种掩
耳盗铃的感觉，欲盖弥彰反而勾
起了观众的好奇心，使本应该一
闪而过的镜头成为大家津津乐
道的重点。

相较之下，日韩节目对马赛
克的使用则值得借鉴，比如韩国
某节目的固定成员在陷入丑闻
后，节目组由于无法完全删除这
一成员的演出部分，只好在播出
时打上字幕向大众致歉，而观众
大多对此支持，表示理解节目组
的为难。

受到观众好评的案例与节
目组的真诚态度有关，事实证
明，坦荡处理反而比遮遮掩掩更
能取得不错的效果，以真诚的态
度回应观众，观众自然也会设身
处地地替节目组着想。马赛克可
以用，但是需要在观众与节目效
果之间找寻一个平衡点，在各种
条条框框之中找到一个能自由
活动的空间，观众能理解，就是
最好的结果。 本报综合

综艺节目花式“遮丑”

马赛克不是想用就能用

隔记者 权震乾

我们见到的明星，无论是在
荧屏上还是参加各种活动，都是
光鲜亮丽又自带距离，但当他们
和大学同学重逢时，你就会发现
他们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5月
19日晚在东方卫视开播的《青春
同学会》，邀请了国内三大戏剧
院校毕业的明星学生“重返校园
时光”，中央戏剧学院的徐帆、陈
小艺、江珊和刘红梅，上海戏剧
学院的陈赫、郑恺和张殿伦，组
成了“87班”和“04班”，要用三天
时间排出一场戏剧并进行票房
挑战，看点十足。

节目主打青春怀旧

舞台剧公演难坏众人

真人秀近年来已经被各大
卫视做出花来了，主打嘉宾年龄
特色的，前有浙江卫视青春感满
满的《高能少年团》，一群90后明
星聚在一起挑战各种高难度项
目，后边东方卫视就另辟蹊径，
主打感情牌、回忆杀，把一群毕
业已久的明星同窗们聚在一起
排场戏。从首播的剧情来看，节
目没有把所有时间都集中在最
后那场公演排练上，而是设计了
很多环节，让明星追忆自己的青
春往事。观众看了节目才发现，
原来觉得自带距离感的明星也
有这么接地气的一面，他们聚在
一起就变成了你的“隔壁班同
学”。看他们谈天说地和自然接
地气的互动，有观众表示：“《青

春同学会》有种同学聚会版《向
往的生活》既视感。”

然而这些明星还是带着任
务来的，他们被要求最后要在四
天三夜中排演一场20分钟的舞
台剧并发起票房挑战，为此节目
组还邀请到著名话剧导演何念
助阵，但对于明星们来说，还是
压力很大，这也让节目瞬间就从

《向往的生活》切换至《演员的诞
生》。饶是舞台经验丰富的陈小
艺、江珊等人，面对这么紧张的
时间也有些不自信，在排演过程
中还频频喊出“要在舞台上丢人
了”的绝望话语。

徐帆少女心爆棚

陈小艺当大姐爱操心

即使毕业多年，陈赫、郑恺
还是听到老师的名字就发憷；而
刘红梅留着的一套的确良床单，
也引发了陈小艺、徐帆等人的回
忆……这些明星们追忆大学时
光，也引发了不少电视机前观众

的共鸣。而
郑恺吐槽自己大学时的牛仔衣
失踪事件，最后竟然被发现在张
殿伦的衣橱里；陈赫得了阑尾
炎，同宿舍的郑恺陪他去医院看
病；徐帆、江珊为代表的“87班”
女生卧谈，也都曾发生在每位观
众的青春里。可以说，同学是彼
此岁月成长中最佳的见证者，也
是最熟悉的人，明星也不例外。

他们聚在一起，仿佛就像他
们一直没有分开过一样，郑恺的
呼噜声被陈赫吐槽有“鼻腔结
石”；而徐帆见到老熟人也从端
庄的荧屏形象中抽离，变成了少

女心爆棚的孩子，还拿围巾扮成
“天线宝宝”，引得众人大笑；如
果说每个人都有分工的话，那么
陈小艺就是操心的大姐，不仅在
节目之初就被委任作为“87班”
的班长，对于“不省心”的徐帆，
陈小艺也是寸步不离地跟着，生
怕她出什么危险。

嘉宾大牌云集

“戏骨班”PK“人气班”

相比已经成名的陈赫、郑
恺，同班的张殿伦知名度略逊一
筹，但他也出演过《好家伙》等脍
炙人口的影视作品，《青春同学
会》中陈赫和郑恺一唱一和揭

他糗事的段落，也让他增加
了不少记忆点。而在“87
班”中，这个不太出名的
老同学则是现任中央
戏剧学院表演系副主
任的刘红梅。尽管她
甚是低调，但是也可
谓桃李满天下，“颜
王”孙红雷就是她的学
生。在节目中，她的专业

素养一直没丢，在江珊等
人都头疼的舞蹈排演上，她

也信手拈来、灵活自如。据悉，
除了这些明星嘉宾外，节目还将
邀请王晓晨、胡军、李洪涛等人
组成明星班成员，他们也将在后
续的节目中出现。

即使首期节目气氛轻松活
跃，还有不少互动的有趣画面，
但一切都是在为最终的那场公
演舞台剧做准备。对于这场舞台
剧，两个班级也展示出了截然不
同的两种态度，相对于“04人气
班”的既来之则安之，“87戏骨
班”的成员们可谓抓紧一切时间
来排练，刚拿到剧本，就已经在
串台词、排动作，这也让观众对
那场舞台剧演出相当期待。

《青春同学会》：

明星变成隔壁班同学

徐徐帆帆、、江江珊珊等等人人组组成成““8877戏戏骨骨班班””

《《爸爸爸爸去去哪哪儿儿》》中中也也曾曾出出现现马马赛赛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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