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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8—29 日，大耳朵图图大型儿童舞台
剧《细菌王国历险记》将在常州大剧院连演两场，为常州
市民尤其是小朋友带来图图版的“千里救母记”。

从2001年创作至今，《大耳朵图图》系列动画片陆续
完成5个系列共130集作品。图图生性快乐、心地善良，
不记仇、爱胡思乱想，常常语出惊人的性格给无数家庭带
来满满的快乐回忆。该片曾获得第 23 届中国电视金鹰
奖“最佳编导”和“优秀长篇美术片”两大奖项，在网上有
着20亿的播放量，百度指数5年搜索量高达37万。

这次为常州市民带来的《细菌王国历险记》，与其他
儿童剧相比，更加注重儿童的参与性。让小朋友们在快
乐中成长，吃太多甜食会肚子疼，不爱洗澡会有细菌，要
听妈妈的话爱妈妈，这也正是当今社会的小朋友们所需
要接纳的“绿色健康”教育。 （吴蕾 陈荣春）

《细菌王国历险记》剧情简介：
图图和所有小朋友一样有个坏习惯，那就是不爱干

净，因此引来了可怕的病毒魔王。病毒魔王非常凶残，它
将我们干净美丽的家园变得脏兮兮和浑浊不堪。病毒魔
王为了让图图乖乖听话带走了图图的妈妈，并且让图图
的好朋友小美和壮壮全都变成了病毒魔王的病毒大军。
为了解救妈妈和朋友，图图和精灵姐姐踏上了打败大魔
王的道路⋯⋯

时间：10月28-29日；地点：常州大剧院

大耳朵图图即将亮相常州

等待将近三年，TS6 时代（泰勒·斯威夫
特第六张录音室专辑）终于正式降临。当地
时间上周三，美国流行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第六张
新专辑《Reputation》的封面宣传照，并宣布
这张新作品即将于今年 11 月 10 日正式推
出。

消息一经发布后，迅速在全球社交网站
登上热搜排行榜，泰勒的歌迷群中也马上炸
开 了 锅 。 毕 竟 ，《Reputation》是 泰 勒 继
2014 年从乡村到流行的转型之作《1989》问
世之后的第一张新专辑，也是她职业生涯中
与上一张间隔时间最久的专辑。此前，她平
均两年就会发布一张新作品。

跟随新专辑预告而来的，还有新单曲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的 推
出。这首歌词里写着“我不相信任何人，也没
有人相信我”、“很抱歉，以前的 Taylor 现在
无法接听你的电话，因为她已经死掉了”的暗
黑之作，在上线一天之后，迅速打破了多项播
放下载纪录，无不显示着“霉霉”在阔别三年
后，依然具备十足的号召力。

专辑PART
大动作

8 月 19 日，众人突然发现，泰勒清空了
自 己 的 Instagram、推 特 、Facebook 和
Tumblr 等社交网站的全部内容，连头像也
一并回归各大网站本身的预设状态。而五天
前 ，她 才 在 电 台 DJ 大 卫·穆 勒（David
Mueller）性骚扰案中取得胜诉。粉丝们纷
纷猜测，这是表明她想要回归个人一片宁静
呢？还是预示着新专辑即将到来？

果然，不久之后，泰勒就在Instagram上
发布三段含义不明的蛇的视频，接着，新专辑

封面宣传照、新专辑发行日期、新单曲发行日
期的信息相继释出，《Reputation》这个名称
也一并曝光，泰勒把头像也改换为了新专辑
封面照片。

宣传照

不同于过往色彩大胆、轻松跳跃的风格，
此次专辑封面为黑白照片，显得较为压抑。
照片中泰勒穿着一件露肩 T 恤，右半边脸部
被各种印有她名字的报道字体覆盖，脖子上
则是套着看起来有些过紧的链子，似乎在表
达对外界给她“Reputation”的回应。有粉
丝猜测，这张新专辑可能是暗喻她再也受不
了八卦媒体对她的报道，颈上的链子代表着
压抑、喘不过气。

单曲
PART

《Reputation》 首 单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同专辑封面照片一样，
走黑暗、冷酷的风格路线。在目前释出的歌
词版 MV 中，蛇、打字机、墓碑、钥匙等意象
配合歌词一起，暗喻出泰勒试图传递的个人
态度。这首歌自北京时间 8 月 25 日上午上
线一天之后，迅速被 Madilyn Bailey、Sam
Tsui 、Rajiv Dhall 等网络红人翻唱，并打
破了播放、下载量方面的多个纪录。

1、今年第一位在包括美国、英国、澳大
利 亚 、德 国 、法 国 、加 拿 大 等 至 少 90 国
iTunes实时榜登顶的艺人。

2、美区 iTunes 创下和第二名热度差距
最大的纪录。在实时榜中，《Look What
You Made Me Do》的下载速度是第二名
的14倍。

3、歌词版 MV 打破 24 小时播放量纪
录。《Look What You Made Me Do》24
小时观看量达到了 1830 万，打破了之前 Ed
Sheeran 凭借《Shape Of You》创造的歌词
版 MV24 小 时 播 放 量 最 高 的 纪 录（1028
万）。同时，这不仅成为了霉霉首日最高播放
量的歌词版 MV，也是霉霉所有 MV 中首播
24 小 时 后 第 二 高 播 放 量 的 MV，仅 次 于

《Bad Blood》（1840万）。
4、以 382.8 万数据打破美区 Spotify 女

艺人单日播放量纪录。历史排名第二。
5、以 800 万数据打破全球 Spotify 首日

播放量纪录和女艺人单日播放量纪录。
杨畅

11月10日发行第六张专辑

泰勒·斯威夫特
新单曲破纪录

泰勒·斯威夫特上周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第六张新专辑《Reputation》的封面宣传照。

今夏，由视频网站自制的三档选秀节目正如火
如荼地展开，之间的较量也从未停止。上周末，《中
国有嘻哈》6 进 4、《明日之子》7 进 6、《2017 快乐男
声》5 进 4 先后上演，其中《明日之子》凭借一个意外
事件而刷了一把存在感。

26 日晚，《明日之子》进击战如期上演，直播因
为“星推官”薛之谦摔话筒离场而中断。随后薛之谦
解释，自己听从节目组的指示才投票给二次元选手
荷兹，导致荷兹晋级，并不是他的本意。事件在微博
上引发热议，有网友大赞薛之谦耿直并指责节目组
有黑幕，也有网友质疑这或是一场炒作。

还原现场
薛之谦摔话筒，申请投票无效

《明日之子》7 进 6 进击战于前晚 8 时开始。根
据赛制，展开 PK 的两位选手，场外实时人气高的获
得一张粉推票，再各自选择一位“星推官”，由其在两
者之间进行投票，最后得票数决定选手的晋级或待
定。

当晚，人气值最低的二次元偶像荷兹率先登场，
选择了赵天宇作为 PK 对象。两名选手演唱结束
后，荷兹人气领先获得了一票，赵天宇选择的杨幂投
票给了赵天宇，而荷兹选择的薛之谦投票给了荷兹，
荷兹凭借2：1的得票数晋级，赵天宇待定。

在下一轮选手孟子坤演唱结束后，主持人让薛

之谦做出点评，但他神情严肃，要求节目暂停，并向
现场观众致歉。随后，直播信号中断。有现场观众
在微博上爆料称，薛之谦摔话筒离场，怒斥节目组让
他投荷兹一票，“不要让荷兹输得太难看，现在反而
让荷兹晋级了，我觉得我有责任。如果因此导致任
何一个人走，我辞去‘星推官’职务”。

直播中断近40分钟之后，“星推官”和选手才回
到了直播现场。已经换了衣服打算离开的薛之谦表
示，他有必要回来，对“投票乌龙”作出解释：“我不否
认，每次‘星推官’都会跟节目组讨论选手的表现。
因为台上都是小朋友，不希望他们输得太难看，所以
不要所有人都投给一个选手。刚才就是因为这样，
我投了票给荷兹，但这一票让荷兹晋级了，这不是我
的本意。”薛之谦要修改自己的投票为弃权，主持人
张大大随后宣布，荷兹的晋级无效，他和赵天宇都被
待定。

网友热议
是节目组套路，还是艺人炒作？

记录了直播中断期间现场状况的视频在网上疯
传，还有人拍到薛之谦在台下怒吼“耍我啊”。目前几
档选秀节目中，无论收视热度还是话题性，《中国有嘻
哈》都更占优势，因此有声音质疑，这次事件是《明日
之子》制造话题。但节目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当
晚《明日之子》的热搜数量的确是多了，甚至超过了

《中国有嘻哈》，但“我们不想以这个样子上热搜”。
27 日一早，《明日之子》节目组在微博发表声

明，称对直播中断事件负有主要责任，并向观众表示
歉意。但事件持续发酵，“薛之谦摔话筒”仍然在微
博热搜前列，并掀起新的争议：有人怀疑这是薛之谦

“自导自演”，而薛之谦的粉丝非常愤怒：“节目组黑
幕曝光，凭什么让艺人背锅？”

当晚比赛结果还引发另一番热议：荷兹在“终极
battle”环节凭借较高的场外粉丝投票数，击败钟易
轩成功晋级，再次引发网友的质疑，直播现场粉丝也
齐喊“黑幕”。现场“星推官”和其他选手的情绪均很
低落，反而是落败的钟易轩表现轻松，还示意台下的
粉丝保持安静。选手毛不易跟钟易轩关系非常要
好，被问到有什么想对钟易轩说时，毛不易气愤地表
示“无话可说”，随后将话筒扔在身后的凳子上。

先是引发直播中断，之后又被疑“黑幕”晋级，荷
兹成了众矢之的。好在这个二次元偶像只会微笑，
就像一个网友说的：“还好它没有情绪，不然该多尴
尬。”而节目组则强调荷兹晋级“没有黑幕”：“我们做
的是偶像选秀，要测试市场的反应，没有理由去捧一
个市场不接受的选手。” 王莉

《明日之子》7进6比赛直播中断近40分钟

薛之谦摔话筒
也挡不住二次元荷兹晋级

在以往的选秀节目里，最多是选手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具有二次元
风格，但《明日之子》里的荷兹，却是个实实在在的二次元虚拟选手。

荷兹来自华晨宇的魔音赛道，初次登场只是一段视频影像，凭借原
创歌曲《罐头》获得晋级。此后荷兹的出场方式有了提升，在特定摄像
机的拍摄下可以出现在网络观众面前表演，但无法现身直播现场。之
后的比赛中，荷兹有了多次升级，实现了和“星推官”的现场互动，可以
回答问题及选择对手，最近的两场比赛还换了衣服。

“星推官”华晨宇和薛之谦曾因为荷兹的去留而产生争议。薛之
谦认为，荷兹是新鲜的科技产物，“但他是电子的，声音是提前修音做
好的，不符合直播的要求，对其他选手不公平”。而华晨宇当时舍弃
了实力唱将吕泽洲而选择了荷兹，引发网友一片哗然。一些喜欢二
次元的网友也质疑：“我喜欢二次元偶像，但并不支持他们与真人比
赛。虚拟偶像不会出错，声音不是他自己的，作品也是别人创造的，
这是不公平的。”

关于荷兹背后的团队信息，一直没有官方介绍。其实这种靠电子
音合成的虚拟偶像，荷兹并不是第一个，此前已有初音未来、洛天依、乐
正绫等等，其中初音未来早在 2010 年就举办了演唱会，是世界上第一
个使用全息投影技术举办演唱会的虚拟偶像。对于荷兹，知乎上一位
网友的评价很恰当：“大概是有人有虚拟偶像这方面的商业计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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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兹是谁？

荷兹海报造型

薛之谦对赛果提出异议

改编自知名网络作家“电线”同名小说的唯美仙侠奇
幻剧《香蜜沉沉烬如霜》于近日在横店开放媒体探班。导
演朱锐斌，主演杨紫、邓伦、周海媚等悉数到场。

该剧讲述了锦觅与旭凤三世轮回的恩怨痴缠、守望
千年之恋的故事。该剧汇集了杨紫、邓伦、陈钰琪、罗云
熙、王一菲、邹廷威等年轻演员，组成“养眼仙侠团”。

早前，杨紫和邓伦在其他电视剧中就有过合作，杨紫
回忆两人第一次合作是在十八岁，多年之后再合作，有一
种新鲜感和陌生感，“看他拍戏的感觉跟当年不一样了，
他现在是一个成熟、专业的演员，我看到他这样挺开心挺
欣慰的。”邓伦则表示一直觉得杨紫没有什么变化，当然
专业和素养都有成长，但是私下聊天打闹两人还是18岁
的样子，谁也没长大，彼此的状态、心态都像孩子。

杨紫、邓伦轻松的相处模式将两人私下熟络的好友
关系展现出来。在被问及两人拍吻戏时会不会尴尬，两
人纷纷表示“不尴尬”，杨紫还开玩笑解释：“因为他（邓
伦）把我当男生看。”邓伦解释称，他觉得越熟反而拍这种
戏越自然，多年的朋友已经没有性别之分了，“在她心里
我就像闺蜜一样，在我心里她就像哥们一样”。

七夕就要到了，杨紫表示应该是拍戏度过，礼物“应
该是男孩儿准备吧”。邓伦也称将在剧组度过：“大家一
起努力，把戏拍好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早前《香蜜沉沉烬如霜》剧组就曾透露，邀请到萨顶
顶担任该剧的音乐总监，首次为电视剧献声。此次，萨顶
顶惊喜亮相探班现场。

据悉，萨顶顶不仅会首次为电视剧献声，更会深度参
与到电视剧角色的演绎之中。而在被问到是什么原因促
使她出演剧中角色时，萨顶顶则表示，此次出演也是接受
该剧导演、制片人的邀请，参与到角色缘机仙子的拍摄当
中来，希望能在通读剧本，了解更多剧情的基础上，让抽
象的音乐和具象的戏剧人物相结合，从而创作出具有特
色的音乐来。 据城市快报

杨紫邓伦领衔
“养眼仙侠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