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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最爱文化综艺“高而不冷”

《精武门》吴樾建议女生加强锻炼

近日播出的《高能少年
团》节目中，由于身体不适，杨
紫在游戏环节向张一山求助，
后者以“身体难受”为由拒绝，
却被节目组用花字“秒变影
帝”调侃。

据悉，张一山在节目录制
当天明显身体不适，在节目过
程中的表现和以往很不同，显
得更加疲惫和没有精神，因此
在后来的环节里，他没能帮助
杨紫完成任务。然而节目组后
期却加上了“秒变影帝”的字
幕来误导观众，让观众认为是
张一山没有担当，不愿出手帮
助，所以才故意装病来拒绝。

5 月 21 日，节目组正式道
歉，称未了解到张一山当时的
身体状况，搭配了不恰当花
字，并解释张一山是带病坚持
完成了上一期相关内容的拍
摄，在本期节目录制前就已经
身体不适。在雪地挑战环节，
他的不适感加重，因此才婉拒
下车。此前，王俊凯方曾发声
明，指责节目有无法提前确认
宣发物料、不规范等问题，节
目中的不当剪辑，造成了对艺
人形象的误导和伤害。 大发

《高能少年团》节目
致歉张一山

近日，新晋视帝张桐接受
某访谈节目，坦露自己一路走
来的演艺历程，回忆出道往事，
更是直面分享了曾经的低谷
期，自叹“生活比戏更精彩”。

访谈中，张桐回忆出道初
期，为了提高自己的演技，会偷
师前辈。比如在拍摄《亮剑》过
程中，他曾偷师前辈李幼斌老
师，琢磨“李云龙”这个角色，坦
言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门
道”。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
历——— 给张东健做光替。当时
张桐为了偷师大导演陈凯歌，
想知道大师级导演如何给演员
讲戏，怎么调教演员，他成为了
电影《无极》中的一名光替。由
于角色需求，他每天需要爬行
几个小时走位、调度。直到10天
后膝盖磨烂渗出血迹被工作人
员发现，并告知了陈凯歌导演。
导演大受感动，特批准张桐进
入棚里听其讲戏。

如此用生命如饥似渴不断
学习的实力派演员张桐，虽然
没有很高的人气和名气，但是
如他所说，他就是一名演员，只
想用赤诚之心对待表演，用真
诚打动观众，带来有质感的作
品。希望张桐接下来会有更多
不同的角色尝试，为观众带来
优质作品。 冬冬

演员张桐
自曝“偷师”李幼斌

5月16日，公益真人秀节目
《等着我》看片会在北京举行。
该节目如今已经走过了 4 个年
头，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是，陪伴了
该节目四年的主持人倪萍今年
遗憾退出该节目。

今年年初，倪萍 59 岁生日
当天在微博上宣布自己退出新
一季《等着我》，不再担任该节
目主持人。当时很多网友纷纷
表示很遗憾。对于这个消息，央
视综合频道总监张国飞也在看
片会表达了自己的遗憾与感
谢：“原来曾经非常好的一个搭
档退出了节目，对我们来说也
是挺大的遗憾。因为在《等着
我》初创阶段，倪萍就加盟了这
个团队，那时候的她身体也不
是特别好，但是强撑着录了四
年，陪着栏目组走过了最初的
四年。虽然她今天没能到场，但
是我还是想在这里代表团队，
真诚的对倪萍大姐表示我们的
感谢。”

在新一季的《等着我》中，
资深媒体人、评论员张春蔚接
档倪萍，作为新的节目访问人
参与到节目中。看片会现场，张
春蔚也坦言这档节目和自己想
象中的不太一样：“要让普通人
说出他的不普通，这是非常难
的一件事情。要让普通人的不
普通感染别人，这是更难的一
件事情。我相信在过去的4年
里，所有的创作团队都是小心
翼翼呵护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爱
的小火苗。” 张静怡

倪萍退出《等着我我》

5月18日上午，体育文化类
节目《精武门》在北京举办新闻
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副
司长曹康，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
中心主任马宏，北京奥运会太极
全能冠军崔文娟、北京奥运会枪
剑全能冠军马灵娟等共同出席。
与此同时，演员吴樾、赵奕欢与
北京奥运会散打冠军蔡良蝉、中
国搏击运动员一龙也来到现场。

吴樾不仅现场为女生如何“防
狼”积极支招，还坦言期待有机
会和吴京、赵文卓、张震三位好
友一起合作电影。

吴樾分享“防狼”秘笈

《精武门》邀请到演员吴樾、
释小龙、母其弥雅、赵奕欢担任
队长，散打冠军蔡良蝉、搏击运
动员一龙等组成陪练团。活动现
场，蔡良蝉、一龙展示了女生遇
到危险时的自保方法。对此，吴
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遇到危
险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
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纤纤
女子的话，没有受过力量训练，
你很难（制服歹徒）。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训练，欢迎
大家走进健身房，走进训练场，
来学会保护自己。”

自五岁至今，吴樾一直没有
间断练武。谈及此，吴樾表示，
“我觉得这主要是兴趣爱好，小

时候练武是要强身健体，后来
是要练出成绩，为国争光，
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练武，
是为了弘扬中国武术。拍
动作戏也好，电影也好，
做有关武术文化的东西
也好，都是为了推动中国
武术的发展。从来没有想
过放弃这个词，包括非常
累的时候，拍戏受伤的时
候，都没有想过放弃。因
为你喜欢，所以不放弃。”

被问及曾想和吴京、赵文卓、张
震四人一起拍电影的愿望，吴樾
表示，“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因为
大家关系都不错，他们也是我学
习的榜样，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节目将体育与文化相结合

据悉，节目将依托精武门综
合格斗职业联赛（2017-2018赛
季），层层角逐后产生10名专业
运动员，参与综合站立打击技
能、摔技、地面寝技、体能、力量
等方面的密集强化训练，同时，
对其中国跤、福建南少林地术
拳、硬气功、咏春拳等中华传统
武术的精华竞技技术进行提升。
而后，该10名运动员将分别对阵
有着印度传统摔跤基础、巴西柔
术功底、泰拳脚法特长、日本空
手道背景、美国拳击特色的现代
综合格斗（MMA）运动员。在这
样的比赛形式下，多个武术种类
进行积极碰撞。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
主任马宏表示，为充分体现北京
文化创意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
属性，《精武门》不同于以往的体
育节目，而是文化、体育题材相
结合，“不光聚焦国内体育界的
武术竞技好手，筹备之初就将节
目定位确定为中国与世界的交
流，弘扬中国武术和体育精神。”
据悉，《精武门》将接档《跨界歌
王》，于今年8月与观众见面。

白茉

历史文化与观众亲近了

文化综艺、历史题材节目历
来都是综艺业界公认的难题。在
节目创作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
会落入窠臼。但如今荧屏上不乏
把历史说得有趣的节目，把文化
展示得亲近的节目。

本月初，酝酿了一年的《朗读
者》第二季播出，开播不过三期，
话题度与赞誉度就延续了第一季
的精彩。同样在荧屏上热播的《信
中国》以“信”为桥梁，通过朗读的
方式强化着文化的力量。

此外，聚焦古典文化的作品
也用不同方式激发着学生哥读
诗、背诗、了解诗词文化的兴趣。

《中国诗词大会》最新一季，外卖
小哥击败北大硕士勇夺冠军，虽
然有一定偶然的因素，但这位外
卖小哥丰富的诗词储备同样让观
众津津乐道。

同样是打造传统与现代、历
史与当下的连接，《小镇故事》则
由李健携手来自不同领域的5位
学者走进中国12个独具特色的小
镇，探寻隐藏在时光中的文化瑰
宝。《百心百匠》则邀请到李亚鹏、
柯蓝、李泉等探访民间匠人，一对
一向匠人学习传统技艺，传承匠
心的意义与价值。不管是《小镇故
事》还是《百心百匠》，都让观众跟
着嘉宾们的视野领略和体验人文
文化之美，“节目里有山水、有学
者、有技艺”。

强调寓教于乐获好评

《朗读者》在综艺节目中突
围，还带动了观众的读书兴趣。不

少观众透露，在看完节目后，会翻
阅相关文本，“其中有些文本以前
读过，现在听完节目中的朗读，对
文字又有了新的理解”。有观众认
为，如今文化类综艺越来越好看
的原因在于寓教于乐，把知识跟
趣味性相结合，更具可看性。

近日，新节目《同一堂课》举
办发布会。据悉，《同一堂课》的定
位是文化公开课，22堂经典语文
课堂，22篇经典课文，涵盖《诗经》

《论语》，还有李白、陶渊明、蒲松
龄、鲁迅、朱自清、胡适、李叔同、
萧红、张爱玲等名家大作。在日前
曝光的节目宣传片中，濮存昕、张
国立、徐帆、蒋雯丽、于丹、孟非等
熟悉的面孔依次出现，他们将在
节目中化身跨界老师，深入小学
课堂教授语文课。

文化类综艺延伸了综艺的功
能，增添了“课堂属性”，这是值得
期待的。在此之前，《汉字风云会》
创造性地把综艺节目变成了教学
课堂，《中国诗词大会》也是在娱
乐比拼之余丰富观众的诗词知
识，深受观众好评。

95后观众热情更高

每当谈起文化类综艺，大家
总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这类
节目只有文化水平较高、阅历丰
富的中年人最为关注。但事实证
明，“年轻人”正是近年来崛起的
文化类综艺的主流观众。

据央视提供的资料，《国家宝
藏》观众的主体构成人群中，年龄
集中度最高的是20岁到25岁，15岁
到20岁的紧随其后排名第二。而
某大型网站在做《我在故宫修文

物》《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系
列人文类综艺节目受众群体的调
查时发现，他们以85前和95后最
多，尤其是95后观众，超过三成。

年轻观众的热捧，使得文化
综艺充分爆发“网红体质”。比如

《国家宝藏》热播时，相关热门话
题持续火爆，热情的网友还自制
节目嘉宾及国宝表情包等，不断
发酵节目的拟人化传播和多角
度话题。此外，如今《朗读者》的
嘉宾选择、读本选择，也都在网
络上引起热议，胡歌、袁泉等名
人要跟观众分享什么故事、要朗
读怎样的读本，都是年轻观众的
焦点所在。

为什么文化综艺能打动年
轻观众的心？有分析认为，一部
分原因是与人文类综艺的网络
传播形式有关。同时，这些节目
也很注重互动营销，比如《朗读
者》设立的朗
读亭，在各地
引发排队，成
功吸引人们的
注意力。

周娴

自从《中国诗词大
会》《朗读者》回归荧屏
后，2018年电视荧屏文化
综艺再次升温，加上《信
中国》《小镇故事》等类型
更丰富的文化综艺陆续
开播，文博、探寻、非遗等
成为文化综艺的新关键
词。让人惊喜的是，这批
文化综艺“高而不冷”，在
观众中引起积极反响。不
少年轻观众表示，这些节
目寓教于乐，“既有趣味
性，又能学到不少传统历
史文化知识，一举两得”。

李李健健

吴吴樾樾

张张一一山山

张张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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