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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份前!暑期几档重磅节目例如"中

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都先后落幕!按往年的惯例!这个时

间的荧屏综艺秀会稍显寂静!然而从去年开始!中国真人秀的

竞争便开始了全年无休% 据记者粗略统计!

"$

月起亮相的各

类真人秀&综艺节目多达
%$

余档%其中!节目主体人物是明星

的节目占去了
&

成!而'明星受虐(的内容更是成为风潮!野外

生存&体育竞技&下厨做饭&居家带娃))消费明星们的'非常

规状态(!把明星打回素人原形的节目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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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素人(是真人秀的主体看点!然而
'$"(

年开始!

这股热潮迅速转向! 明星成为主角的节目扎堆亮相!

)$

月开

始的真人秀节目更到了大面积'狂虐(明星的地步% 从记者获

知的节目单来看! 湖南卫视将在明年初推出 '明星军营真人

秀(*真正的男人$!江苏卫视在播的'生活体验真人秀(*明星

到我家$!东方卫视将开播的'全明星户外真人秀(*明星到我

家$以及'明星汽车真人秀(*巅峰拍档$!还有大热的浙江卫视

'明星户外真人秀(*奔跑吧!兄弟$和
"$

月
"*

日开播的'明星

全外景体验真人秀(*这就是生活$%

另外!北京卫视将推出'明星励志真人秀(*勇敢的心$&天

津卫视'明星户外角色体验真人秀(*喜从天降$!青海卫视'明

星生存极限挑战真人秀(*我是传奇$等等%这些节目的统一特

点就是让明星去受苦!不是被'下放(到偏远乡下!就是被'发

配(到艰苦地区完成'任务(!还有就是去展开一场高难度的冒

险活动% 总之!'被虐待(是这些明星嘉宾在节目中的命运!也

是真人秀节目目前最热的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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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们参加这样的节目!抛弃锦衣玉食的上好生活去'受

苦(!他们的反应与心情如何!颇为耐人寻味%

*两天一夜$的张智霖就表示!去沙漠的时候蚊子可怕得

超出意料!'它们准时上下班!赶也赶不走!我被逼得当时真的

想退出节目了! 但是车开了好几个小时才把我们运到那么一

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想走也走不出去% (就连身体素质极佳的

'硬汉( 张丰毅也有些后怕+'第一次到腾格里沙漠的时候!我

就晕车了!身体素质这事!我可再也不敢吹这个牛了%(朱丹是

运动员出身!体能在*喜从天降$

%

位女明星中是最好的!尽管

如此!

(

天体验挖土豆回家后!开始放声痛哭% 当日朱丹背篓

加上土豆的重量有
+,

多斤! 朱丹尝试了
-$

几次都没能把土

豆筐背起来% 而*明星到我家$的女明星们也相继陷入各种窘

境+张柏芝锄地闪了腰!黄圣依喂猪却被'二师兄(吓坏!秋瓷

炫一顿饭要洗上百只碗! 李金铭还没看见鸡鸭已是哭到崩溃

))更有甚者!在*这就是生活中$因为要上山砍毛竹!还要完

成急速漂流!让'雪姨(王琳崩溃而放弃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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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艰苦不堪!明星们是为什么,一位资深电视人对记者

分析!首先!有些小明星是为了能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而前来

参加的!其次!'钱是打动他们的重要方法(% 节目组到底给了

多少钱!才让这些大明星来自讨苦吃,'具体的费用不便透露!

但可以肯定!*明星到我家#付给明星的钱!要比普通综艺节目

给的高出很多% (*两天一夜#导演徐对记者如此表示%

不过!明星们在接受采访或是体验了节目后!都否认来参

加节目是出于'钱的刺激(% *这就是生活#中的韩雪表示+ '我

觉得自己还是个负责任的人!我想对得起自己的体验%虽然这

个节目有很多未知!很挑战我的底线!但是在这个氛围里!我

大多时候还是感到很开心%(而张智霖则表示+'我平时生活其

实挺舒服的!这次让我吃吃苦也不是坏事% (*我是传奇#是保

剑锋第一次参加真人秀节目! 他直言感觉很不一样的!'拍戏

是一个工作!剧组&生活-这个是咱们一个节目!来体会一种生

活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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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们'受苦(!事实上节目组制作人员更是苦上加苦%近

日网上流传一篇关于*两天一夜#女编导吐槽的帖子让人大跌

眼镜% 帖中称+为了让节目中的'男神(们'美貌如花(!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而为了达到节目效果!节目组在幕后也要遭遇

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

*两天一夜#节目组制片人表示+节目录制主要是
%

个方面

辛苦+睡不够!住不好!吃不饱!停不下%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户外录节目基本上每天的生活安排就是'每天开会
.

小时!

去户外踩点
.

小时!

%

小时写脚本以备第二天讨论!还有
%

个小

时则是吃饭&洗澡加睡觉(%这样的状态几乎在整个录制期间都

是如此!曾经有一位工作人员做了个粗略的统计!发现在
+

天

的时间里!其睡眠时间加起来不足
)/

小时% 不仅如此!他们还

要面对各种艰苦环境的煎熬!例如沙漠里的蚊子多到让人毛骨

悚然的地步!在沙漠腹地坐车
*

个小时像坐过山车!几乎所有

工作人员都吐了!胃酸吐完了!喉咙吐破了还开始吐血%

^/_`@CD8abcde

'明星受虐(真人秀这么恐怖!为什么还一热再热,原因无

非是这类节目有观众爱看!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从而带动商

家钟情投广告% 有专家分析认为!观众为什么爱看真人秀!是

因为从中可以看到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参与某种游戏的反应&

行为&情感!其中常常伴随着观众自我的心理投射% 加之'秀(

所强调的戏剧性!二者叠加更加重了观众的好奇心%故事的发

生发展受制于外界所有因素的影响! 从而使得整个故事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未知性和悬念感!这是真人秀的魅力所在%而观

众的好奇心!正是背后的主要'推手(!成为真人秀所有创意的

最大助力% 电视台&制作公司都瞄准这块矿源!积极开采企图

挖出新的元素!完全是因市场的变化而动%有研究者表示!'观

众的好奇心多变而难以捉摸! 受众触点还伴随着社会热点的

转移!电视真人秀要想在这股大潮中杀出一条.生路/!必定要

不断翻新以迎合乃至引导观众口味% 而.虐待明星/这类节目

从当下的环境来看!还将会流行一段时间(% !马春光"

#两天一夜$众星沙漠生存体验%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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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水%

朱丹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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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曾以'两个人!一台戏(开创了北

京人艺舞台先河的话剧*洋麻将$!在阔别观众
-.

年

后重新归来!

),

月
)/

日重排建组%

在当天的建组会上! 濮存昕和龚丽君正式接过

当年于是之&朱琳的接力棒% 濮存昕表示+'这是个描

红模子的过程! 老艺术家的表演状态我们没办法达

到!希望这个戏演出几轮以后能够稍微有个样子% (

据悉!

)&./

年! 该剧由北京人艺导演夏淳首次

搬上舞台! 于是之扮演魏勒! 朱琳& 谢延宁扮演芳

西雅% 此番重排! 北京人艺延续对于经典的一贯态

度! '我们要继承经典! 向老艺术家致敬%( 担纲

重排导演的唐烨称%

此番接棒老艺术家! 演员龚丽君说+ '这个戏

很重要的是玩儿扑克牌 ! 我和濮存昕都不会玩儿

牌! 所以我们先要把扑克牌玩儿好! 在玩儿牌的过

程中表演挺难的% (

濮存昕表示+'和老艺术家于是之相比!我的人生

经历太平淡了!很难演出剧中人物的心理% 我们的表

演都显得比较青涩!我希望能够演几轮后!在未来几

年能够演得像点儿样子% (据悉!*洋麻将$将于
))

月

-.

日至
)-

月
)(

日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 !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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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 由光线传媒制作

的音乐真人秀*中国正在听$在京举行发布会!庾澄

庆0哈林1&李宇春&蔡依林&李健
%

位明星听审亮相%

庾澄庆现场点评
(

位搭档% 蔡依林首次担任音乐节

目!自认对选手'仁慈(!所以不会毒舌% 谈到结婚话

题!她称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没有规划!一切

顺其自然% (

在
-,)(

年*快乐男声#中李宇春献出评委首

秀!此次担任*中国正在听#听审!她更加自信!'以

前我觉得我的性格挺内向! 可能不适合去点评别

人!后来上了节目发现和大家能挺好交流% (李宇

春称最欣赏有态度和个性的选手!'我喜欢那种不

撞南墙不回头的死磕精神! 可能更倾向于比较搞

怪的选手% (

首次担任音乐节目听审的蔡依林称因节目

'好玩(于是来参与!她笑称自己没法'毒舌(!'我

比较仁慈!会多鼓励选手% (

蔡依林和锦荣绯闻传了
%

年多! 两人的关系

似乎越来越稳定%然而接受记者专访时!蔡依林称

没有考虑结婚!'还没有规划!一切顺其自然% (蔡

依林曾领养一个小女孩!'我主要给她一些资助% (

她表示虽然喜欢小孩! 但还没有生子计划!'我觉

得我必须有时间陪他!现在工作太忙了% (在音乐

圈闯荡数年! 蔡依林称自己心态有了些变化!'未

来会继续专注音乐! 有影视& 评委的机会也会尝

试!但不会那么拼命了% (

庾澄庆笑说其他
(

位不叫他哈林哥! 都是称

他为'小哈(% 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本来以为蔡依

林很冷! 一起排过一次! 发现她很容易就哈哈大

笑! 暖场的效果很好- 李健就像是温文尔雅的学

者!经常很震惊讲出一个笑话!感觉他比较.脱离

现实/!有点.天然呆/-李宇春擅长讲冷笑话!有次

我看她一本正经在讲话!没想到她说了一句.哈林

哥!刚才我在跟你开玩笑呢2 /(

李健鲜少担任音乐节目听审!和'话痨(绝对不

沾边的他被问为何出山做评委时笑说+'是时候

了% (李健表示他会更多考虑挑战者歌曲的可视性

和可听性% 他坦言不太喜欢炫技似的飙高音选手!

'我认为声音品质更重要% (他表示不会因为歌手演

唱风格和自己相似而开绿灯% !高宇飞"蔡依林

朱丹

张柏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