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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波综艺来袭，你中意哪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江西遂川县人肖初生，是“综艺
粉”中的一员，典型的“60 后”。从

《综艺大观》《开心辞典》，到《欢乐喜
剧人》《奔跑吧！兄弟》，他代表着广
大“综艺粉”们，生活中始终有综艺
节目相伴，收看方式也不再局限于电
视屏幕。一部手机或 iPad 等移动终端
随身携带，走到哪儿就能看到哪儿。

蜕变中的“综N代”

一档综艺火了之后，第二季、第
三季便随之而来，这是综艺圈近两年
的普遍“玩法”。由此，也出现了一个
新名词——“综N代”。凭借着庞大的
粉丝基础和已然形成的品牌优势，“综
N 代”持续霸屏，占据着综艺市场的
重要位置。

在天津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马
昕，生活中就离不开综艺节目的陪
伴。尤其是在密集工作之后，看几期
综艺节目，马昕觉得简直像打通了任
督二脉，顿时神清气爽。“不过，看
多了同类节目，对其中的‘套路’也
都摸清了，难免会拿新一季的内容与
过去的节目对比，希望获得一些惊
喜，结果却往往是‘换汤不换药’，
让新嘉宾继续玩着旧的梗。”

的确，不少“综 N 代”的观众都
与马昕有着相同的感受。“ 《天籁之
战》 第二季没有第一季惊艳了，不仅
剪辑节奏有问题，编曲的新意也少
了。”“ 《梦想的声音》 第一季的亮点
在于选歌环节有悬念，到了第二季，
赛制改变了，紧张感没了，导师的互
动点评也少了，节目的趣味性大打折
扣。”“ 《喜剧总动员》 第二季笑点不
多，全程尴尬。”……类似评论在网络
上广泛传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
而竭”的状况，似乎成了综艺节目绕
不过去的“坎儿”。这些建立了自身品
牌的“综N代”，也慢慢变成了单纯打
发时间的“下饭”综艺。

综艺市场的迅速发展、电视综艺
和网络综艺的齐头并进，确实给“综
N 代”制作方带来不小的压力。既要
超越上一季，还要与同期的其他节目
竞争，也确实是道难题。但是，难不
等于无解，第三季豆瓣评分依然有
9.4 分水准的 《明星大侦探》，就是一
档保持较高口碑的“综 N 代”。作为
马昕的同事，王爽花钱充值成为芒果
TV 会员的动力，正来自于这档网络

综艺节目。“它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
原版，而是加入了自身风格，第三季
有 了 更 多 关 照 现 实 的 内 容 。 比 如 ，

《末日蜜蜂》 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无忧客栈》 呼吁关心自闭症患者，
这些都让我觉得这档节目很走心，有
娱乐性，更有正能量。”王爽说。

看来，只要“走心”，只要不断创
新，“综 N 代”还是可以走出疲劳期，
可以继续成为人们生活中一道美味的

“甜点”。

慢下来的“新综艺”

“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
远方的田野。”许巍用他低沉沙哑的嗓
音，唱出了当下人们实实在在的需
求。文化类综艺节目和生活类综艺节
目顺应了这种需求，让人们感受到了
有诗有远方的日子，因此不断“霸
屏”。

最近一年，从央视的 《中国诗词
大会》《朗读者》《国家宝藏》《经典咏
流传》《信中国》，到北京卫视的 《非
凡 匠 心》、 江 苏 卫 视 的 《阅 读 · 阅
美》、湖南卫视的 《儿行千里》、山东
卫视的《国学小名士》，文化类综艺节
目晋升各大电视台“标配”。它们用新
颖的表现形式回归传统文化，触动了
最契合人们内心需求的那根“琴弦”，
培养出大批忠实观众。

家在河北唐山的梁丽琪，近来就
成了《经典咏流传》的“铁粉”，每期
必 定 按 时 收 看 。 支 教 师 生 演 绎 的

《苔》、王俊凯献唱的《明日歌》、陈彼
得解读的 《青玉案·元夕》 等都是她
偏爱的“心头好”。“自古以来，诗和
歌就密不可分，但以往的改编通常较
为古典。在 《经典咏流传》 中，则更
多地与现代音乐密切结合，而且结合
得特别贴切，这才是最吸引我的地

方。”梁丽琪说。“我们用最流行和最
易于传播的方式，让那些传世经典再
度叩响当代人们的心灵。节目的立
意，用 8 个字概括：立足当下，再造
流行。”来自节目制作方的这番话，再
次说明了直抵人心的力量源自何处。

“读”过了“诗”，再来“眺望”
一下“远方”。由 《向往的生活》 开
始，随着 《中餐厅》《亲爱的·客栈》

《漂亮的房子》《青春旅社》 的相继开
播，“生活类慢综艺”达到了高潮，忙
碌不停的人们由此找到了精神寄托。
与玩命奔跑、斗智斗勇的“快综艺”
相比，这一类综艺多的是暖心的闲话
家常和互助互爱，而且“开一家店，
养一只狗”“和你爱的人在海边并肩看
夕阳”等美好想象，传达出人们对田
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这些都被安排
在综艺节目里，引发了情感共鸣，吸
引着观众目光。

当然，在这里还要打一个小小的
“广告”。由 《经济日报》 和上海东方
卫视携手合作的 《我们在行动》 已经
正式播出了，欢迎到时收看。这档与
精准扶贫有关的创新型慢综艺节目，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火起来的“实力派”

演艺圈有“偶像派”与“实力
派”之分，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市场
唯“流量”“粉丝”“人气”为重，就
是不唯“演技”“作品”，“实力派”始
终火不起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演
员的诞生》 和 《声临其境》 敏锐地捕
捉到了“演技”这个点，用“综艺”
包装“专业”，重新唤起业界对演员功
底的重视。

《声临其境》 总导演徐晴曾经表
示，她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很简单，就
是让演员对这个行业有敬畏心。参与

其中的演员朱亚文也在微博发文表
示：“回顾全程，酣畅淋漓，收获颇
丰。这不是比赛，而是一场回归。感
恩 每 一 位 ， 期 待 下 一 次 同 行 。” 最
终，《声临其境》 收视率稳坐同时段
第一，口碑零差评，芒果 TV 点播超
10 亿次，话题阅读量突破 24 亿次。
尽管播出过程中“状况”频出，但

《演员的诞生》 还是将竞技的评判标
准重新拉回到“演技”上来。两档
节目的叠加效应，催生了所谓“演
技类”综艺的新模式，在专业与娱
乐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在刷新
观众眼睛与耳朵的同时，也让一群
纯粹的戏骨、真正的艺术家凭实力
圈到了“粉儿”。

在美国工作的方芳，就是 《声临
其境》 第一季总冠军朱亚文众多粉丝
中的一个，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这也
是她和国内的朋友必聊的话题。“这
是档娱乐节目，却也有行业意义。荧
屏上熟悉的面孔展现出多变的嗓音，
以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大咖走
出幕后，都能给观众带来惊喜。”方
芳说，“相比过去让明星在综艺节目
中完成各种游戏或任务，甚至靠自黑
或互撕来博眼球的模式，这类节目让
演员回归到他从事的职业本身，展现
出更加自如的状态，特别有看头。”

其实，在给观众提供饭后谈资之
外，这类节目也能为业内带来新思路
——在综艺圈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
下，“演技”或许可以成为一座有待
挖掘的“富矿”。尽管徐晴大呼 《声
临其境》 最后会有这么高的热度是超
出预期的，但她也坦言，不排除这类
节目会成为综艺下一个风口的可能。
只是，在平台与资金的加持之下，还
要想想创新和提升的事。毕竟，你有
没 有 努 力 ， 直 接 决 定 了 观 众 买 不
买账。

近年来，我国综艺
市 场 高 速 发 展 。 2007
年，综艺节目的全天收
视比重仅为 8.2%；到了
2017年，这一数据已然
增长到 14%。据《2017
腾讯娱乐白皮书》显示，
2017年省级卫视综艺节
目约有 105 档，网络自
制综艺节目有 103 档。
一众电视综艺或网络综
艺，在捧红不少明星的
同时，也给“综艺粉”们
的生活增添了更多色
彩。那么，面对一大波
综艺节目来袭，作为普
通观众的你，又会中意
哪一款呢？

“抄袭”和“扎堆”是硬伤
王 堇

这些年，娱乐产业流行“拿来主

义”，不仅仅是节目流程、规则，整体的

舞美、音响、后期制作，甚至选手和观众

在镜头前的每一个表情，都能找到一模

一样的“母本”。其中有一些，的确是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国外原版节目成熟模

式的结果；但还有一些，就真的是“山

寨”了。此外，“扎堆”表现为一个题材

火了之后，迅速就会跟上一批同质化内

容，直到让这个题材彻底坏掉，给观众

带来审美疲劳。

综艺节目市场“病”得不轻，原

因何在？一来，“惰性”使然。真正原

创一个模式，涉及大量的用户调研，

最终怎样布局节目结构，也是需要反

复推敲的，而且，在消耗了很长时间

和人力财力后，还不一定成功。与之

相比，“买买买”“抄抄抄”简直是一

条多快好省的“捷径”。站在这条“捷

径”面前，我们的创新能力自然有了

“惰性”；二来，压力驱使。综艺节目

制作投资巨大，又面临日益激烈的竞

争，制作受制于招商、招商决定着内

容方向，市场环境与内容创作之间存

在偏差。广告商更是不愿意冒险，把

大笔投资砸在结果不明的新节目上

……重重压力之下，主动或被动地

“拿来”“模仿”便成了制作团队最安

全的选择。

不过，即便再安全，这也不是正

确的道路。要治“抄袭”“扎堆”的

伤，还得用“原创”“创新”的药。观

众对新节目的渴望其实一直都在，新

颖的角度、优良的制作，一定能带来

“有人气”的结果。相关从业者需要更

加冷静，除了竞争头部内容之外，也

要在腰部内容和细分题材方面下功

夫，拿出真正契合百姓生活、向观众

传递正能量、让观众有所体悟的原创

内容，促使综艺节目从单纯搞笑好看

向好看好用的方向转变。所以，做综

艺节目不能总重复自己，必须不断创

新，根据观众喜好有所调整，只有

“反套路”给节目保鲜，才能争取到市

场份额。

总之，做好原创节目和在已有的

基础上不断跃升新高度，都考验着综

艺节目从业者的智慧和骨气，也都需

要一定的大环境来生长，建成这个环

境需要勇气和时间。那么在此之前，

不妨踏踏实实做好该做的事。毕竟，

所谓爆款，实际上是在高标准的价值

观与时尚化的潮流之间找到最大公约

数。对创作者而言，一生恐怕只有一

个爆款，其他时间都是在为这个爆款

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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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叫糜窖，是甘肃平
凉市静宁县新店乡杏湾村的一个村民小
组。如今，村民们的日子可以说是芝麻开
花节节高。

在老家，乡亲们有喝罐罐茶的习俗。
所谓罐罐茶，是把茶叶放在小茶壶里，冲上
水，然后用炉火烤，烤到一定程度即可倒出
喝了。77 岁的爷爷自 15 岁开始就喝罐罐
茶了。有60多年喝茶历史的他，从未嫌弃
过茶叶的好坏，但对水的变迁却铭记在心。

爷爷说，他之所以要喝罐罐茶，是因为
当时只有在长辈们喝罐罐茶的时候蹭着喝
一罐，才有机会吃口干粮，不然整个早晨就
得饿肚子。更主要的是山沟里水质不好，
咸涩难喝，只有泡过了茶叶，水的味道才变
得醇美。

爷爷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开始挑水的
情景。爷爷 13 岁时，个头不高，如果不踮
着脚尖挑着走，水桶就会拖到地面。更难
的是，要去3公里外的山沟里挑水，挑到家
需1个多小时。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不论
刮风下雨，到山沟里挑水就成了必修课。
倘若遇到农忙时节，早晨四五点就得起床
去挑水。村民们用水也是非常节约的。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村民们集体出工
出钱，在村里打了第一口井。井深两丈多，
井水甘甜可口，村民们再也不用去 3 公里
外的沟里挑水了，兴奋之情在当时难于言
表。随着小村人口增多，井水已无法满足
需求，村民们打出的水变得浑浊，需要沉淀才能饮用，家里人口
多的不得不重拾扁担去山沟里挑水。

现在，村里每家农户的门口都有一眼水窖，窖里盛满了水，
往窖口一看，水中的脸庞清晰可见。上世纪 90年代，为彻底解
决群众吃水难，政府出钱为农户打了水窖，村民们亲切地称为

“母亲水窖”，村里每户人家都有一两眼水窖。有了水窖，乡亲们
彻底告别了挑水喝的日子。

4年前，村里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村民们吃水已不再是问
题。村里像爷爷这样熬罐罐茶的老年人再也不用为水发愁了。
2016年底，静宁县实现了自来水全覆盖，还建成了农村安全饮
水供水网络体系，与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共享数据，实现了农村
饮水安全“横向到工程，纵向到农户”的精准信息化管理。

今年，爷爷喜得重孙，四世同堂。他现在唯一的爱好，就是
每天早晨、中午要各熬一次罐罐茶喝。每次回家与我们熬起罐
罐茶时，他总是感慨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扁担、井绳这些
老物件我还留着，等重孙长大了看一看，让娃娃知道他们赶上了
好时代。” （作者单位：甘肃平凉市静宁县委宣传部）

勤劳肯干才能脱贫
程荣恩

我今年67岁，家住江西抚州市黎川县最偏远的西城乡余坑
村。我老伴去世得早，多年来我和右腿残疾的儿子相依为命，住
在破旧的杂木老房子里，靠种植几亩水稻勉强度日，日子过得很
清苦。可最让我揪心的，是儿子已经30多岁了，仍然单身一人，
娶不上媳妇。

然而，近两年来，发生在我家的喜事一件接一件。我家先是
脱了贫，政府帮着盖起了新房子，接着单身多年的儿子也娶上了
媳妇，我就等着抱孙子了。这桩桩喜事，多亏了国家的扶贫好政
策，以及帮扶干部们对我家的帮助与支持。

记得2014年，我家被列为县里建档立卡贫困户。乡里为了
激发贫困户的脱贫斗志，多次召开脱贫动员大会。第一次开会
时，我特意坐在最后一排，心里嘀咕：“都穷了这么多年了，又没
资金，政府能帮我们脱贫吗？”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充满了怀疑。
后来，帮扶干部多次上门向我宣讲扶贫政策，建议我利用余坑村
优越的生态资源，学学养鱼、养羊的技术，靠养殖脱贫。听了帮
扶干部的讲解，我动心了。

很快，帮扶干部帮我家申请了 3 万元贴息扶贫贷款，建起
了 8 个总面积共计 20 亩的鱼塘，还买了 17 头羊。我和儿子分
工，我养羊，他养鱼，父子比着干。帮扶干部还时常上门给我
们送技术、送政策，为我们打气，我这心里充满了感激，更有了
信心和底气。

2017 年春天，儿子投放了 1 万多尾鱼，到年底出塘 2 万多
斤，纯收入4万元；我卖了20头羊，也有1万多元的收入。一年
下来，我家纯收入就有 5万多元，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此外，
驻村“连心小分队”还为我们联系了一家中药材公司，帮助我家
接下药材公司的订单，培育药苗。

更令我高兴的是，2017 年乡政府利用易地搬迁扶贫政策，
为我们建起了新房。去年底，儿子还被评为县里的“最美脱贫
人”，受到表彰。如今，我也可以在村里昂头挺胸、底气十足地走
路了。

浮躁之心要不得
余元姣

我从事铁路货运工作。刚参加工作时，我每天在师傅的带
领下，穿行于灰尘漫天的货场，检查货车车辆，核对货物品名，工
作枯燥、机械。但是，这一岗位对服务质量却要求非常高，需要
常年与货主打交道。

当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年少气盛，不是很懂工作方法，专业
技术不精，心也比较浮躁。为此，我被货主投诉过，挨过批。后
来，经过老师傅的指点，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成
为一名合格的铁路员工，不光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沉
下一颗心，向师傅学习他们的钻劲和拼劲，不断实践，才能胜任
一线技术岗位的工作要求。

当前，很多企业不缺乏高学历人才，缺少的是能静下心来沉
于一线的员工，用所学知识创造性地开拓工作局面的技术人
才。只有具备更强责任心的员工多起来，企业才有发展壮大的
动力，企业的效益才会有保障。

（作者单位：广铁集团长沙货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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