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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从去年
$

月份偶然中发出的一条微博

开始!对转基因毫无了解的崔永元!突然卷入了"挺转#与

"反转$的漩涡中%

%"

月
""

日!崔永元做客吉林大学!化身成

功人生讲坛的主讲人! 就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富有

"崔氏特色$的巧妙回答% 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有一个多

小时!有十多位观众被他点到提问!他的一些回答!带着犀

利&冷幽默&接地气!还有小文艺%

学生!如何评价老东家央视'

崔永元!说到央视!很多人都想听我骂一顿央视!但我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中央电视台对我特别好!所有人都给了

我最好的照顾!大家都知道我有抑郁症"睡不着觉!台里开

例会! 我只参加下午和晚上的! 上午的例会永远不用我来

开# 但是我认为中央电视台好和我认为中央电视台称不称

职是两回事$ 当我踏入央视时!我是想实现新闻理想的!但

随后发现有很多事我管不了!我没有办法
&

我就觉得就没有

意义了$

'

年前!我就有了离开的想法!但台里一直极力挽

留$ 后来因为和方舟子因为%转基因&发生争执!台里明确

说!只要在央视工作就不能参与讨论!但我选择了继续和他

争论!就只能选择从央视离开了$

学生!你现在加盟的东方卫视!你觉得能实现新闻理想

吗'

崔永元!我现在
()

岁了!我去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才
'*

岁!现在我更知道怎么能实现我的新闻理想$ 虽然有些问题

我还是解决不了!但我希望现在做的新闻能看懂$ 比如粮食

产量增加到多少!但在我的新闻里!我会告诉你粮食提高了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是想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对新闻更

清楚"更熟悉!希望我做的新闻能让更多普通老百姓读懂!

包括没有文化的大妈都能看懂!这也是我的新闻理想!我们

可以一点一点地去实现$

学生!对于李咏&柴静等名嘴相继从央视离开!你怎么

看'

崔永元!他们的离开是一件好事!换做
"*

年前那一定

是一件天大的事!会被认为是他们自己出了问题$ 所以证明

现在开放了!养家糊口的地方多了!可以实现理想的地方多

了$ 我们离开了!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平台!何乐而不

为' 所以这不是一件天大的事$ 我离开的时候!还有人发发

短信!等到柴静离开了!我们连短信都不发了$

学生!既然你来到东北!你对曾经的搭档赵本山怎么评

价'

崔永元! 你提到了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 我不知道赵

本山有什么事! 但从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 我觉得这个人

特别棒! 是个百年不遇的人才$ 我在上世纪
$*

年代就认

识他! 有一次他说要做绿色二人转评比! 找我和冯小刚做

评委$ 那时候我们对二人转根本没有概念! 赵本山就想到

这个事了! 他要做绿色二人转$ 当然! 后来我们也有机会

看到了不是绿色的二人转! 这个东西我觉得和东北环境有

很大关系! 所以有时候大家唱二人转很过火! 麻子" 瘸

子! 这都是侮辱人的名称! 在舞台上不能叫! 但在东北生

活中! 因为大家乡村关系! 人和人之间很熟悉! 他们就这

样叫! 不觉得是侮辱! 但把这些搬到了舞台上! 甚至搬到

电视上! 所有人都看到了! 他们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就要

改$ 赵本山的绿色二人转成没成功! 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

人的鉴定标准! 只要我来东北! 我也经常去刘老根大舞

台! 良莠不齐! 但他在想办法提高! 我是觉得这是给他人

生价值加分的$ 春晚上! 他的好作品特别多! 当然最好的

还是和我一起合作的$ 你们知道春晚的每一个节目都是要

审查的! 懂行的! 不懂行的都要审查! 我们在春晚上看到

的赵本山的作品! 好不全归功于他! 差也不能都赖在他头

上$ 至于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出! 我觉得要有个变化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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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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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学霸男神$最近很火!

"(

分满分的"清华男神$韩衍隽引发的网络

"膜拜$热度还未消退!另一位"清华男神$梁

植又因一段视频而走红网络%

""

月
"+

日!

有网友在网上曝光了高晓松和蔡康永加盟

的(奇葩说)节目片段!*奶茶妹妹$前男友!

同时也是被称为*清华男神$梁植的奇葩找

工作言论!让高晓松在节目中首次动怒%

在节目中刚一亮相!梁植就说自己拥有

法律&金融&新闻传播三项清华学历!但现在

为毕业做什么而苦恼! 希望三位导师支招%

没想到才说了
"

分钟!好脾气的蔡康永就直

接按铃淘汰!理由是节目需要选手有自己的

观点提问!而不是让梁植来找工作% 随后梁

植极力为自己辩解!解释从本科&硕士到博

士!为什么会选择这三个专业!并表示是为

了丰富自己的经历%此时一旁的高晓松已经

听不下去! 调侃称+*你就是北京话说的那

种!我干什么成什么%我啥也没干!所以我啥

也没成%$高晓松还善意提醒!如果梁植不亮

出点新观点!自己也准备按铃淘汰%

之后梁植始终没有办法跳出这个话题!

此时的高晓松已经按捺不住火气!火力全开

炮轰%直言自己知道梁植是目前清华在校最

优秀的学生之一!但对于一个名校生!对国

家&社会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反而纠结在

工作!如此小的格局实在有失清华高材生的

身份%高晓松甚至以一句重话对梁植全盘否

定+*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问我们你该找

什么工作'你觉得你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

教育' $

在参加(奇葩说)之前!对于有*清华男

神$称号的梁植来说!履历表几乎无懈可击%

本科&硕士&博士全在清华就读,

+*"",,-.

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铜奖获得者,

)/%'

北

京市大学生戏剧节最佳男演员奖获得者,清

华的歌手赛第一名--绝对算是清华大学

的风云人物%

实际上梁植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网络红

人*奶茶妹妹$的前男友% 根据网友爆料!当时

两人同为清华校友!而且还是*奶茶妹妹$倒追

梁植!不过随着*奶茶妹妹$最终情定富商刘强

东!这段恋情也无疾而终% 直到此次梁植参加

(奇葩说)的视频曝光!网友称梁植就是高智商

低情商!*奶茶妹妹不要你是对的% $

!

张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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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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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和电视台播出的内容不

同!网络视频内容一向以大尺度见长% 日前!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互联网视

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 对网络视听内容

的*大尺度$进行管理%

通知中不仅规定婚外恋&多角恋以及情

色等内容要进行删剪!同时对暴力&血腥&凶

杀等内容也进行了管理!而不少网剧也将受

到牵连!进行整改% 不仅如此!以成人电影&

情色电影&三级片&偷拍&走光&露点及各种

挑逗性文字或图片作为视频节目标题或分

类的同样要进行删剪整治% 此外!网络音乐

视频
0.

&综艺&影视短剧&动漫等类别的节

目以及*自拍$&*热舞$&*美女$&*搞笑$&*原

创$&*拍客$等题材也要重点把关!确保不违

反通知中的规定%

!

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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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年度家庭情感伦理剧

(婚战)将于
%%

月
))

日登陆贵州&辽宁&广

西及重庆四大卫视%该剧集结王志飞&孙茜&

祖锋&万茜&王学兵&邢佳栋&王耀庆等众多

国内知名演技派明星! 共同探讨婚姻本质!

寻找幸福根源%

该剧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信任$对家庭和

婚姻的干扰!通过两个不同家庭发生的信任危

机!展现了当代都市婚姻中的现实与矛盾% 剧

中不但有 *婚外恋$&*上司和下属的职场绯

闻$&*旧爱和现任的冲突$! 更有对 *网络事

件$&*伦理道德$等社会话题的思考% 在(潜伏)

和(北平无战事)中!以城府深沉和温润气质见

长的实力派演员祖锋!在剧中饰演出版社编辑

孟三力!以*撒泼打滚 $的小市民气质!上演多

场精彩戏份%孟三力幽默爱耍贫!开朗大方!但

突遇婚姻矛盾却展现了男人十分脆弱的一面!

尤其是*情敌$秦文天.王志飞饰/和老婆海兰

.万茜饰/*绯闻$事件升级!极为信任的小夫妻

吵架不断!成为该剧最大*意外$%

!

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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