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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期待的是冯小刚导演的春晚开场"

他在#大腕$里愣是能把葬礼变成广告植入晚

会"很有创意"真不想再看见一群喜庆打扮的

群舞演员"簇拥着一对对明星嘉宾"东南西北

大联唱来炒热现场"实在是太无聊了% &

34

后

白领观众罗小姐说%

一群身着明艳华美服饰的主持群" 呼啦

啦上场" 堪称春晚主持的风格" 更像零差错

播报机器" '我代表
++

& 的前缀" 最后加上

一句深情的 !拜年了(& 喜庆话) 恭维话 !假

大空&" 话语煽情却不动情* 曾主持
!536

年

春晚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老师卢静就说+

!现在的主持人串词越来越口号化" 春晚整个

变成了宣讲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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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近
,4

年不变的板块划分"始于
+55"

年"总结起来就是+一台四五个小时的晚会"

,4

多首歌曲占
#4

到
34

分钟,小品相声加起来
5

到
++

个占两个小时左右, 剩下不到一小时用

杂技-魔术)戏曲填充"最后再加上零点敲钟仪

式% 所有节目分为
6

个板块"每个板块一小时

左右"板块交接由一个节目起承转合"制造收

视率的兴奋点%

春晚诞生之初仅靠节目编排和娱乐内容"

就受到老百姓的喜爱%现在的硬件比过去堪称

天壤之别"为什么反而不好看呢. 西北大学影

视系主任张阿利教授说+'如今的春晚除了要

对接大众口味"更被绑上了宣讲要务"甚至每

个细节-要素都不容有失"失去联欢晚会的轻

松-戏谑"变成一种仪式"因众口难调之苦饱受

质疑和指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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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门办春晚&到'拆门办春晚&"央视一

直有着改革春晚的意图" 也并非没有好意见"

只是多年来"无数'关系户&递来的领导条子让

春晚导演也经常无可奈何* 执导
,44+

年央视

春晚的王冼平就向媒体披露"她曾一台晚会收

到
6"

张'小条子&*

曾多次参与报道春晚的东北媒体人张先

生就说"很多'钉子户&央视自己都拔不掉"'总

导演对一台晚会的抉择也是有灰色地带的"对

演员的控制更是能力有限*冯小刚执导明年春

晚"如果能将多年的钉子户彻底铲除"也算是

为央视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词作家王平

久也希望明年春晚能变成一场明星秀"'不要

一年四季就那么几张面孔" 要突破这一关"最

难的是人情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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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个喜庆日子不假"花团锦簇是每

个人的目标"可电视上的虚胖"总也抵不过现

实的讽刺"让人被迫接受繁花似锦"只能让人

此时更容易感到郁闷* &市民李女士对春晚的

美好记忆" 停留在戳穿商家以假乱真的相声

/宇宙牌香烟$"讽刺官场不良风气的小品/打

扑克$*她说"没有排毒功能的小品-相声"看了

也无趣*

小品/三鞭子$编剧崔凯接受采访时一语

道破+'农民工-邻里关系-城市建设-夫妻关

系"一定要在节目中体现"但春晚整体氛围是

喜庆的"讽刺谁也不合适"要避免得罪各个阶

层* &因此作品中的失业-待业青年"往往需要

表现出'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少埋怨社会&的

生活态度,新婚夫妻变'房奴&"结局以感化丈

母娘"宣扬就算没房子也一定还有明天* 作为

春晚重头戏的语言类节目依旧在表现社会生

活"但观众期望看到的犀利讽刺-痛快点评"却

被悄悄隐去"取而代之的是'隔靴搔痒&的网络

笑话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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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喜娃爱吃草&在一项针对春晚的网

络调查中留言+'春晚对我来说"最大的失望是

再也没有金曲诞生"现在只学会了炒冷饭*&歌

手龚琳娜对明年春晚歌舞类节目充满期待"

'重视原创歌曲" 将春晚缺好歌的尴尬状况改

变过来&*

/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中调

侃春晚说"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歌伴舞&+'我

印象中"这种形式只适合演唱组合"香港的草

蜢-台湾的小虎队"无论演唱者跳"还是跟舞群

一起跳"都不显乱"但如果一个人静静独唱"身

后几十个人伴舞"怎么看都有一种喧宾夺主的

感觉&* 春晚是出新人-出新歌的舞台"费翔的

/冬天里的一把火$-毛阿敏的/思念$"韦唯的

/爱的奉献$-李琼的/山路十八弯$"都从春晚

一 夜成名*或许是为了挽留观众"春晚往往选

择老面孔* 新人或者被淹没在大联唱之中"或

者'论资排辈&"连'后浪推前浪&的机会都逮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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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 ! 春晚被打上 "劳民伤

财# 的注解! 但它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已经无

可取代$ 如何利用现有资源! 重建一台与民

同乐的春晚! 成为摆在冯小刚面前最棘手的

麻烦! 冯小刚自己都说% "聋子不怕雷! 我

就导一回&$ 其实对于春晚这个老舞台来说!

冯小刚也算得上是 '小鲜肉& 一枚! 他的资

源和想法用好了! 也许真能让春晚 "枯木逢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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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持人"着急的网友早就帮冯导设计

各种组合"'秦奋-笑笑&非诚组合*'/非诚勿扰

,

$结束就留伏笔"说他们的故事未完待续"就

在春晚上交代第三部的前情提要吧"两人来段

小品"实在不愿意搭档客串做主持也行啊*&网

友'寿司粉碎&说*

春晚几位老面孔常年不变高端- 大气-上

档次的主持风格"也着实腻歪"其实如果能把

春晚的主持人阵容换一下"春晚很容易就让人

产生大变化的感觉* 相比央视一哥一姐'字正

腔圆&'端着讲话&" 地方卫视轻松幽默" 又能

70)8

住全场的沉稳主持风格更受青睐" 汪涵-

孟非-华少"台湾的蔡康永-小
9

"都是呼声很

高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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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春晚创意三缄其口 " '亲民 &

却是冯小刚最早提出的口号 " 勾起许多人

对春晚美好回忆的联想" 市民马先生就说+

'以前春晚有
-

个小时" 现在零点过后很快

就结束了 * 春晚陪伴观众守岁 " 为何不在

时长上放松.& 而作为春晚仪式感最强的敲

钟环节 " 马先生则希望形式多样 " 增加人

文关怀*

撤掉奢华的舞台设备"是冯小刚目前明确

的春晚改革方案" 朴素舞台发生的人情世故"

就跟他早期的贺岁电影一样"具有高情商的小

人物生活心酸"却总能获取幸福* 他在公开非

公开场合都呼吁放松审查机制"让春晚节目创

作更自由一些*

集结了
:6

- 重聚了白娘子" 今年江苏卫

视春晚大年初一的节目盘踞收视率第一" 品

牌推广部副主任刘宇哲
#

月
,4

日接受采访时

说+ '流传了
"4

年的节目形式" 谁都会腻烦

的* 切合每年社会娱乐话题做微创新" 节目

一定要请来观众想见的人" 有爱看- 爱听的

事" 才能留住观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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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惯性"不由创作

者所决定" 绝不是任何导演能够去左右的事

情*某种意义上来说"导演就是执行者"你接受

了这个任务" 就在自己的层面上把它完成*&

前央视主持人马东的发言" 不难看出冯小刚

面临的压力* 而冯小刚想拔掉扎在春晚舞台

上的 '钉子户&" 方法只有一条" 就是顶住压

力" 此外相比央视团队" 他的人脉资源为更

多 '鲜肉& 上台夯实基础* 圈内资深经纪人

浩哲分析说+ '在电影圈摸爬滚打多年" 如

果发挥资源" 让几部贺岁片的男女主角上节

目" 绝对堪称春晚历史上最强明星阵容" 加

上背靠华谊这艘娱乐航母" 冯导要担心的不

是钉子怎么拔" 而是人气明星太多" 节目如

何消化*& /中国梦之声$ 导师韩红上周还公

开喊话" 要上春晚给冯小刚捧场"跟小沈阳演

小品也行* 以冯小刚在娱乐圈的大腕地位"加

上赵宝刚-张国立-赵本山强强联合"为明年春

晚可看度增加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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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导开策划会" 就不断有人贡献锦囊妙

计" 虽然没有执导过电视晚会" 但他的幽默

细胞却早在春晚舞台上验证过效果" 至今让

蔡明 '想起来直乐& 的 /机器人趣话$" 就是

冯小刚 - 王朔 - 刘震云混在一起写的 '段

子&* 蔡明说+ '我聊天时随口说" 如果一个

人能有个机器人做老婆" 输入程序想干吗干

吗" 小刚立刻说有意思( 一开始箱子运到家"

打开包装来一句0我订的毛阿敏"怎么运来的

是蔡明1* &

冯小刚请来赵本山坐镇把关语言类节目"

成都同行任翔就分析说" 冯小刚背后还有王

朔- 刘震云两张王牌* !/甲方乙方$-/手机$-

/非诚勿扰$-/一九四二$一路合作"以冯小刚

和刘震云的交情"刘震云能帮到多少"帮什么"

现在还不好说"不过不管是文字内容"或者是

节目导向"刘震云将会是一把好手*至于王朔"

以王朔的客观-犀利或许会给冯小刚一些不错

的点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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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楠接受采访时透露"冯小刚是个重视音

乐的导演"!通过他的电影"你就感受到他对音

乐的把握和灵性"/手机$里的插曲/牛三斤$就

是他自己创作的*他执导的电影总喜欢在片头

或片尾推一两首原创新歌来"说不准这次春晚

真能推出一首春晚经典歌曲来&*

创作/集结号$-/天下无贼$多部电影原声

音乐的著名作曲家王黎光"

#

月
,4

日接受采

访就说+!冯导在音乐方面没有拍电影那么专

业"他甚至连简谱都不识"更不懂音乐知识"但

对音乐很有感觉* &

王黎光说" 全盘把控一部影片节奏的导

演" 其实对构成影片每个细节都是有要求的"

!我们讨论音乐的时候" 他会深入主人公情景

之中" 把角色赋予的感情描述得很详细清楚"

听到不满意的配乐"他很明确就能说出"这个

地方要拖长"为了表现什么样的情绪"这个地

方音响要突出"表现出情绪压抑后的愤懑*&在

王黎光的概念中"冯小刚是个对音乐很有见解

的人"春晚出现打动人心的金曲"并非一件难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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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已成一道难题"你说!参与节目的每一个元素都精挑细选过吧#

每一个环节都认真打磨过吧#卧虎藏龙的娱乐圈!能人猛将全调上$前线%

吧# $金山银海%&技术耗材全砸进去吧# 可却越演越无聊!越演越鸡肋'冯

小刚执掌马年春晚消息一出!大家都期待春晚能$枯木逢春%!只是!抛出

$真诚&温暖&振奋&好玩%这八字方针容易!把这台大戏唱好很难( 首先要

找到春晚
#$

年来形成的$俗套%!彻底破除病根!才能让亿万中国电视观

众!在除夕当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央视送来的$新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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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

冯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