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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周娱眼

□记者 王峰

□王不动

延伸阅读
国内各大卫
视一边布局 2016 年的综艺
节目，以期达到市场效益和收视关
注度的双赢，当然也不会放弃今年仅存的两
个月，综 N 代和新综艺节目齐头并进。近
期，湖南卫视《全员加速中》、
《一年级》大学
季，东方卫视《跟着贝尔去冒险》和浙江卫视
《奔跑吧，兄弟》第三季就进行了新一轮的相
爱相杀。
但是和综艺节目的疯狂吸金，各家卫
视争抢“综艺一哥”的宝座相比，口碑逐渐
成为软肋。
在口碑上折戟的要数《一年级》大学季
和《全员加速中》了。
《一年级》大学季的剧
情设置是：为获得上海戏剧学院表演实验
班的名额，八位旁听生在节目一开始就要
完成八进七的淘汰。虽然许多人对节目给
予了“中国少有原创综艺”的称赞，但从播
出后的观众反应来看，很多情节和细节都
让网友质疑这档节目是不是一部“青春偶
像剧”，直言编得痕迹太明显，演得太烂太
假，
“ 没有一个真人，都在秀”成为观众的
槽点。而《全员加速中》首播后收获了奇
怪的评价——看不懂，一档综艺节目让观
众看不懂也是蛮难得的，于正打造的剧情
以穿越为主、情节主线是奔跑，古今交替
的情节出现在一档综艺节目中，明星们一
边躲避黑衣猎人追捕，一边要完成各种任
务，如果稍微转台或者走走神，就不知道
明星们在干什么。但副作用就是全程奔
跑，缺乏“跑男”的搞怪耍宝，而且明星之
间也缺乏互动性。
从收视率来看，进行到第三季的“跑
男”的收视率为 2.63%，在上周五同时段
综艺节目中稳居第一，
《全员加速中》则以
1.33%的收视率位居第三，
《跟着贝尔去冒
险》虽然主打“明星野外生存真人秀”，看
点颇多，但收视率一直无法突破，只有
0.18%。虽然明年有 400 档综艺诞生，但
业内人士预估能存活下来的不足 50%，
究
其瓶颈，制作成本和明星阵容不在话下，
无限膨胀的综艺市场从来不缺资本，
但内
容和吸引观众的点日渐成为稀缺资源，
版权引进的节目如何跳脱出原版，像“跑
男”那样凸显自己的风格？全新打造的
节目如何表现出新意，在第一时间锁定
观众的遥控器？能达成这两点要花费
更多心思，不仅仅是钱能解决的。
希望各卫视在拿综艺节目吸引金
主的同时，也分一点心思给内容，因为
观众才是各综艺节目的
“终极金主”。

核心提示 | 初冬刚至，各卫视就纷纷忙着为
来年的收成做打算了，在 10 月底 11 月初，湖南、浙
江、东方、江苏等一线卫视就抢着举行“2016 广告
招商会”，真人秀依然是明年各大卫视的重头戏。
有业内人士统计，2016 年将会有超过 400 档综艺
节目诞生。

2016 年，
400 档综艺节目够你看吗？
从内容来看，
综艺当道，
电视剧渐成弃儿
“综艺节目”是各大卫视的吸金
视也将于明年推出黄磊领衔的生活
法宝，湖南卫视一家就为来年准备了
纪实类节目《一仆二主》、户外真人秀
20 档综艺节目，除了《快乐大本营》 《花样大叔西行记》、体育竞技类《花
《天天向上》
《我是歌手》
《爸爸去哪
样冠军团》、固定摄像头纪实节目《派
儿》等常规或续集节目外，新面孔也
出所故事》等，另外，孟非还将领衔一
不少，
《热血 90 后》
《元气美少年》
《一
档全新社交服务类节目《四大名助》
年级》等先锋品牌纷纷亮相。另外， 登陆周四黄金档。
《跨年演唱会》、
《金鹰电视艺术节》、
不过随着综艺节目的肆意生长，
《双 11 全球狂欢夜》等大型晚会也是
电视剧份额将会进一步下降。以湖
新宠。
南卫视为例，2016 年单周电视剧播出
浙江卫视设定了 21 个季播节目， 时长将会从 870 分钟缩短至 730 分
除了《中国好声音》
《奔跑吧，兄弟》 钟，浙江、江苏、东方等卫视虽然都将
等，
《我们是超人》
《蜜蜂少女队》
《西
开辟非黄金时段的周播剧场，也挽救
游奇遇记》等新节目将加盟，季播节
不了总量下滑，不少电视剧将只能出
目 的 整 体 数 量 比 2015 年 增 加 了 三
现 在 地 方 电 视 剧 频 道 ，无 缘 上 星 播
成。江苏卫视计划推出 15 个季播节
出。不过从 10 月底的中国国际广告
目或常规节目，
《我们相爱吧》
《蒙面
节上各大卫视透露的信息来看，电视
歌王》
《最强大脑》等节目都将在 2016 剧市场将会有两个变化，一是明年将
年推出续集，而《谢谢你的爱》
《极速
减少抗战剧和草根剧的数量，年轻的
前行》也将作为明年的重磅季播节目
都市情感剧成为主流，二是各视频网
播出。除了《欢乐喜剧人》
《笑傲江
站将逐渐接替电视台，成为电视剧播
湖》
《极限挑战》等老牌节目，东方卫
出的主战场。

从目标来看，
“拉拢年轻人”
是心中的痛
在这批真人秀节目里，明星大咖
们的名字让人大呼“万万没想到”：跨
界美食真人秀《谢谢你的爱》节目组
宣布巩俐已经确认加盟、周迅正在录
制《西游奇遇记》、舒淇担任《燃烧吧
少年！
》掌门人，再加上即将播出的北
京卫视《传承者》请到陈道明……这
份星光灿烂的名单让人大呼“确定不
是在拍大制作电影”？
不过各家卫视也都在努力打造
“青春牌”，偶像养成类节目又卷土重
来，湖南卫视推出《夏日甜心》
《元气
美少年》两档青春节目，浙江卫视推
出《蜜蜂少女队》
《燃烧吧少年！
》，还
有《少年小镇》
《我们的上学路》等同
类节目。
另外，素人真人秀也成为综艺节
目新宠，芒果 TV 的《完美假期》刚刚

落下帷幕，湖南卫视明年还将开启明
星带着素人父母上节目的《旋风孝
子》，不过江苏卫视已经提前推出同
类节目《女婿上门了》，东方卫视的
《笑傲江湖》和深圳卫视的《急速巡
航》也都将采用
“星素结合”
的模式。
“造星”是偶像养成类节目和素
人节目的相同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湖南卫视节目研发人员表示，
“网
络视频节目的冲击和传播方式的变
革，导致 90 后电视观众在减少是不
争的事实，但我们不会放弃这块市
场，但这类节目的策划、内容打造和
宣传方式要比传统的明星真人秀困
难很多，也是明年考验各卫视的试金
石。虽然有 400 档节目蜂拥而出，但
最终能存活多少，
还是未知数。”

指挥家陈燮阳
郑州
“当”
音乐教师
□记者 王峰
本报讯 7 日，
“ 乐行天下·
大师在你身边”经典音乐品鉴会
在郑州举行。据主办方介绍，该
活 动 自 2009 年 以 来 已 在 全 国
25 个城市成功巡演，著名指挥
家陈燮阳“化身”音乐教师，与上
海交响乐团的几位演奏家共同
指导河南的音乐学童，帮助他们
改进技法。在接受大河报记者
采访时，陈燮阳谈到音乐教育的
心得是：
“ 家长和老师要更好地
引导孩子自发产生兴趣，从而让
孩子自觉练琴。”
作为此次经典音乐品鉴会
的嘉宾，陈燮阳认为这项全国性
交响乐巡回演出的主要意义是
能够在很多地方普及交响乐，让
音乐爱好者为当地的文化做出
一定贡献，也有机会让更多的人
学习交响乐。对于现在人们对
乐器教育和高雅音乐教育的重
视，以及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
子在音乐道路上有所成就，陈燮
阳的建议是：
“家长希望孩子学习
音乐是好事，不但能够促使智力
的发展，对文化素养的提高也很
有帮助，但毕竟成为音乐家的是
少数。家长要提高孩子学习音乐
的兴趣，
但不要强迫孩子练琴，
要
很好地诱导，让孩子自发产生兴
趣，
这样的话学习效果会更好。
”

第 20 届黄河诗会
开封举行
□记者 张晓东
本报讯 11 月 6 日至 8 日，
第 20 届黄河诗会暨“中国百名
诗人走进开封·朱仙镇”采风活
动举行。我省诗人王绶青、李清
联、陈有才被授予“中原诗歌突
出贡献奖”。
“黄河诗会”是我省一个重
要的文化品牌，在全国具有广泛
影响。今年恰逢省诗歌学会成
立 30 周年，第 20 届黄河诗会因
此具有了庆典的意义。来自省
内外的 130 多名诗人相聚在古
城开封。

河南文化艺术团
非洲刮旋风
□记者 游晓鹏
TFboys 不仅参
加了《全员加速
中》，还 将 参 与
新一季《最强大
脑》。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河南
省文化厅获悉，河南文化艺术
团 11 月 4 日在非洲博茨瓦纳共
和国首都哈博罗内举行文化演
出，庆祝中博建交 40 周年。此
次演出活动是应中国驻博茨瓦
纳大使馆的邀请，由中国文化
部、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艺术
团成员由郑州歌舞剧院联手嵩
山少林寺武僧团组成。
2015 年是南非“中国年”，
在奔赴博茨瓦纳前，艺术团刚
刚参加了在南非西北省举行的
“中国周（河南周）”
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