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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播出的电视剧中,续集作
品接连不断,播了 14 年的“乡爱系
列”最新剧集《乡村爱情 12》刚完
结,时隔 17 年重聚的《刘老根 3》又
上线。两部聚焦东北土地的招牌喜
剧在观众眼里,魅力早已大不如前；
爆款IP续集《无心法师3》《重生》等
作品正在热播,也与往日的辉煌相
差甚远,并未掀起多少水花。

电视剧拍摄续集,不仅拥有观
众基础和情怀滤镜的优势,还能持
续发挥爆款IP的余热,但实际上屡
屡陷入“ 续集毁经典 ”的尴尬定
律。续集难拍、狗尾续貂成常态,
究竟是观众的期待高了,还是编剧
拿不动笔了?

内容注水吃老本,
缺少再创作

14 年间拍摄了 12 部的乡村爱
情系列被称为“华语最长寿的剧
集”。2006年第一部《乡村爱情》以
大学生谢永强和同村女孩王小蒙的
爱情为主线,展现了一群当代农村
青年的爱情生活和创业故事,是时
代背景下中国农村的小缩影,虽带
有浓重的喜剧色彩,却是一部值得

回味的正剧。迄今为止《乡村爱情》
豆瓣评分保持在7.6分,被观众戏称
为“东北版的《傲慢与偏见》”,当年
在央视的收视率最高超过11%。不
论从哪个角度看,《乡村爱情》都是
一部口碑与收视率双赢的作品。

凭借优秀的观众基础,陆续播
出的第二、三部收视率依然居高不
下,故事却渐渐变了味儿。之后的
续集更是在吃老本,“乡爱”的质量
早已不复当年模样:剧情越来越缺
乏逻辑和故事性,内容注水,广告
横飞,几乎变成了大杂烩；故事情
节被人物的搞笑表演所替代,从喜
剧变成刻意为之的闹剧,只能靠

“气人的谢广坤”上上热搜了。不
少观众表示,“看完之后什么也没
记住,还不如第一部记得清楚”。
积累了十几年的关注度,也不得不
面对热度和口碑双下滑的结果。

即使是“乡爱”这样坚持了 12
部的神剧,都有巨大的划水嫌疑,
其他续集作品的注水量就更加不
忍直视了。比如时隔 17 年再上线
的《刘老根 3》也是吃情怀的老本,
最大的看点莫过于赵本山和范伟
的再聚首。再比如一代人的青春
记忆《爱情公寓》,走过 10 年终于

肯原创的《爱情公寓5》开播就遭遇
滑铁卢,引来骂声一片,后期只能
靠情怀挽回颜面。

原班人马难凑齐,
观众易出戏

原班人马难以凑齐也是续集
难拍的一大原因。

2015 年,《无心法师》凭借独
一无二的设定和剧情成为国产剧
的黑马,惊艳了无数观众,然而后
续的《无心法师 2》《无心法师 3》话
题热度远不及前作,口碑也是高开
低走。第二、三部少了金晨扮演的
月牙儿和张若昀扮演的张显宗,很
多剧粉直呼意难平。目前正在热
播的《无心法师3》算是第一部的前
传,剧中,没了 CP 的无心竟然跟杀
了月牙儿的岳绮罗谈起了恋爱,逻
辑上是没有问题,但是第一部中岳
绮罗那句“张显宗,我牙疼”还戳着
心呢,这样的剧情令许多观众感到
非常出戏。

同样是爆款IP的《法医秦明》,
没了第一部的原班人马,《法医秦
明 2 清道夫》《法医秦明之幸存者》
虽然剧情也可圈可点,却几乎寂静

无声；《琅琊榜·风起长林》也吃了
演员大换血的亏,胡歌、王凯、刘涛
等在前作中的光环让观众无法心
平气和地接受这部续集佳作,其热
度比《琅琊榜》低了许多。

拍好续集,
有望打造成“宇宙”

2017 年播出的《白夜追凶》可
谓当年国产电视剧的王者,超过
34.5 万人在豆瓣打出了 9.0 分的高
分,直到现在网友们还在津津乐
道,盼着《白夜追凶 2》的消息。近
期,同为指纹编剧的“白夜”衍生剧

《重生》正在热播,目前来看,其热
度和口碑都难以超越前作。

抛开“续集难看”的宿命论,
《重生》本身不失为一部合格的悬
疑刑侦剧。该剧围绕“714枪案”展
开,张译饰演的西关支队副队长秦
驰在枪案中遭受重创而失忆,然而
他也是唯一的幸存者,秦驰在破解
疑案的同时需要不断地与失忆抗
争,寻找真相也寻找自我,这让整
个案件疑点重重、扑朔迷离。一条
主线贯彻始终,又有多条分散的支
线故事,这种“嵌套式”的剧情设计

增强了悬疑感。
虽然从故事来看,《重生》与《白

夜追凶》是相互平行的独立作品,但
二者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比
如故事同样都发生在津港市,比如
潘粤明饰演的关队多次出现帮助调
查“714枪案”⋯⋯可以看出主创们
想要打造“白夜宇宙”的野心。

影视剧中最著名的“宇宙”莫
过于 MCU 漫威电影宇宙,用 23 部
电影构建了一个平行世界。“宇宙”
需要以共同的元素、设定、世界观
为背景,围绕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的人物而建立,一系列连贯、独立
又相互交织的故事方能构建出一
个丰满的“宇宙”。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也开始尝
试“宇宙”的探索。以两部电影和
一部网剧打造的“唐探宇宙”已经
被观众认可,以《哪吒之魔童降世》

《姜子牙》为代表的“封神宇宙”正
在开启,早年间的“金庸武侠”“仙
剑”“神探狄仁杰”系列也是国产影
视剧宇宙的雏形。

目前来看,《重生》和《白夜追
凶》这两部作品最多只能带给观众

“白夜宇宙”的幻想,离真正搭建起
“白夜宇宙”还有很大距离。李睿

续集难逃“烂口碑”

好剧高开低走难成“宇宙”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人宅在家中，看电视成了
主要的娱乐活动。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
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CVB）发布的2月份收视率统计
结果显示，共有 7 部黄金时段电视剧、19 档（61 期）综
艺节目、5部（54集）纪录片收视率超过1%。

据统计，与春节期间（1 月 24 日至 2 月 9 日）相
比，2 月 10 日至 2 月 29 日期间，全国有线电视和 IP-
TV 日均收看电视用户数持平，开机用户每日户均收
视时长为 6.83 小时，日均全国收视总时长小幅微降
2.5%，但较春节前（1 月 1 日至 1 月 23 日）仍保持了
35.1%的涨幅。

电视剧：《安家》创下收视纪录

据悉，自去年 12 月 17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过
“中国视听大数据”公布具体收视数据以来，《安家》
《新世界》《奋进的旋律》《绝代双骄》《下一站是幸福》
等 15 部电视剧单频道收视率均破 1%。其中，根据“3
月 7 日-3 月 13 日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情况”数据显
示，由孙俪、罗晋主演的爆款剧《安家》，在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黄金档播出的收视率达到 3.5%。这也成为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黄金档电视剧收视率以来的
最高收视率。

《安家》播出期间，保持了平均每天上三次热搜的
高话题量。该剧的59城收视率更加可喜，在临近大结
局时，更连续创下收视率新高，直逼三年前《人民的名
义》创下的破6%超高收视率。

综艺：“云录制”节目受欢迎

综艺节目方面，央视的两档王牌综艺《中国诗词大
会 5》《2019 主持人大赛》收视率均超过 2%。此外，几
档老牌综艺《快乐大本营》《歌手·当打之年》《声临其境
3》《非诚勿扰》《新相亲大会》等节目收视率超过1%。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卫视创新的“云录制”节目也
获得观众的肯定。《天天云时间》《嘿！你在干嘛呢？》两
档全新“云录制”节目，2 月份的平均收视率分别为
0.7%和 0.8%，观看完成度均超过 50%。《歌手·当打之
年》两期“云录制”节目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观众规模，两
期收视率分别为 1.1%和 1%。同样采用“云录制”的

《声临其境3》，收视率也位列卫视同时段第一。

纪录片：《生命缘》聚焦战疫故事

纪录片的收视率向来不会太高，但在 2 月份，有 5
部央视纪录片收视率破 1%，分别是《航拍中国 2》《秘
境之眼》《国家记忆》《蔚蓝之境》《记住乡愁6》。

卫视播出的纪录片也成绩不俗，“战疫”故事受到
观众欢迎。北京卫视《生命缘·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特别
报道》关注疫情救治中的医患真实故事，单集收视率最
高达到 0.871%。东方卫视《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
事 2019》关注基层民警的日常工作，其中两期聚焦基
层民警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特别节目，收视率分别达
到0.523%和0.646%。 龚卫锋

2月份电视收视率高企，7部电视剧破1%

《安家》收视直逼《人民的名义》

3 个 月 ，18 位 唱 作 人 ，92 首 原 创 音 乐 作
品——去年《我是唱作人》展现了众多华语唱作
人的原创音乐，近日，《我是唱作人 2》正式官宣
回归，并揭开了本年度首波嘉宾——周延、霍尊
和隔壁老樊。

关于嘉宾阵容的官宣，此次《我是唱作人 2》
独辟蹊径，采取了“沙漏直播”的形式——周延、
霍尊、隔壁老樊成为节目组首批嘉宾。首波官宣
的三位唱作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创作表现和舞台
风格，代表了不同类型音乐的跨次元“碰撞”。

周延（GAI）的说唱实力受到广泛认可，重庆
方言的加入让他的 rap 充满了江湖气息又变得
极具个人特色。《沧海一声笑》等歌曲的改编也让
观众见识到了他不俗的唱功。此番沉寂了两年

的周延，将会在《我是唱作人 2》展现不一样的
“GAI 式江湖”。提起霍尊，人们对他的印象则
离不开“古风”，词曲创作中的国风元素，空灵嗓
音和婉转唱腔、古风造型，都让霍尊成为极具显
著个人标识的中国风歌手。作为《中国好歌曲》
的冠军，这次站在《我是唱作人 2》的舞台上，霍
尊将继续冲击冠军。

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隔壁老樊奇
袭黄霄云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不能否认的是，
98 年出生的隔壁老樊有着超越同龄人的生活经
历和独立思想，配上略带沙哑的烟嗓，让他的歌
总能直击人心。年纪轻轻就长居“网易云音乐华
语歌手榜”第一名的隔壁老樊，将在《我是唱作人
2》再次突破自己。 梁燕芬

《我是唱作人2》回归

霍尊周延跨次元“碰撞”

宣传了近两年的《周游记》终于在上周登陆浙江卫视
和芒果 TV 播出。这档户外综艺由周杰伦主导，内容是
周杰伦带着他的小伙伴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因为“周杰伦”这个金字招牌，让这档节目仍在筹备、拍摄
中就吸引了不少关注。在已播出的首期节目中，周杰伦
一众人在林俊杰的带领下，开启新加坡之旅。整集节目
看下来“很周杰伦”，有观众买单，但也有观众表示有点无
聊尴尬。

《周游记》酝酿已久，早在 2018 年的时候，就有消息
透露周杰伦飞往各地，与不同的艺人好友相聚、游玩，实
则是节目在取景拍摄。期间也一度传言这档节目会在
2019 年亮相，但粉丝盼了又盼，还是等到了今年。节目
介绍每期节目会以一首周杰伦的经典歌曲为主题，一座
城、一个故事，呈现周杰伦与众不同的“魔幻之旅”，更号
称“无脚本、无人设、无规则”。

从21日晚播出的首期节目来看，节目整体风格较为
“随意”和“松散”，确实不像有台本痕迹。周杰伦则在节
目中形容，“生活＋旅游＋魔术＋交朋友＝《周游记》”，可
以看出这就是节目的四大要素。节目中，除了周杰伦一
群人唠嗑、互相调侃，他们也在林俊杰的陪伴下，打卡了
新加坡咖啡店、美食街、夜间动物园、电子市场。当期节
目的主题为“听妈妈的话”，周杰伦也配合林俊杰特别给
林妈妈送上了一个惊喜——双J合唱《告白气球》。

而之所以说节目看起来“很周杰伦”，是因为节目的
点滴都透露着周杰伦的“私心”。《周游记》的固定班底除
了周杰伦外，还有他几位熟悉的“身边人”——化妆师杜
国璋、魔术师陈冠霖和蔡威泽，前两人都与周杰伦有十几
二十年的交情。对于这三位，相信周杰伦的粉丝都不会
陌生。而节目开篇就有不少篇幅是这几人在聊天互侃。
也有网友调侃，“这节目看起来更像是周杰伦公司的团
建”。众所周知，周杰伦热爱魔术。在节目中，他也两次
施展身手，一次在美食节与路人粉丝互动，一次是给林妈
妈送惊喜的过程中，变出花送给林妈妈。首集播出后的
口碑比较两极，有观众评价，这档节目比较适合周杰伦的
粉丝看，“毕竟是偶像在线营业，有周董变魔术，周董的冷
幽默，还有他和好友聊天。”“谁叫他是周杰伦呢，我种草
了。”也有观众直言，“从第一期看起来，略显尴尬无聊。”

“这难道不是周杰伦和他的朋友的无聊旅行综艺？”
据了解，《周游记》共有 12 期，下期仍是和林俊杰同

游新加坡。而节目后期还将迎来嘉宾谢霆锋、萧敬腾、郎
朗等。 蔡慕嘉

宣传近两年，综艺《周游记》终于上线

你是冲着“周杰伦”
这块招牌看的吗？

暌违 13 年之后，女歌手苏慧伦近日发行全新专辑
《面面》，据悉这也是苏慧伦出道 30 周年留下的美好印
记。20日，苏慧伦举行新专辑见面会，她表示，感谢歌迷
的支持，《面面》也是因为歌迷的“爱”才诞生。

谈及新专辑，苏慧伦说，面面代表着人的不同面相，
而她的面面，其实也是每个人的面面，透过《面面》来认识
她与自我了解。距离上张专辑已有13年，不过苏慧伦仍
保有爱歌唱的心，“这段时间我也在好好过生活，为什么
现在还要出来发片，最大原因是因为歌迷，他们现在心中
一直还留有我一个位置，要好好谢谢他们，所以希望在
30 周年留下美好记忆。”她说，与粉丝一起一路走来，希
望用自己的声音再陪伴着大家。

出道 30 年的苏慧伦，在外界的印象里，苏慧伦是温
柔质朴的玉女偶像。苏慧伦笑言，外界认识的她，只是一
部分的她，现阶段的她更想以真实落地的姿态面向歌迷，
不再片面，更加全面。而好友也一一通过VCR爆料苏慧
伦的“另一面”：在周华健心中，她就是邻家小女孩。蔡健
雅则说，苏慧伦还蛮真性情，没那么娇羞。刘若英也表
示，苏慧伦看起来像是甜甜的女生，但其实是有酷酷的一
面，这也是她最喜欢苏慧伦的样貌。

现场被问及有没有可能举办30周年音乐会，苏慧伦
表示，“有过这想法，但还在规划中。”唱片公司也在特别
日子送上30周年摩天轮，摆放着发行的16张专辑，希望
她的音乐不断转动陪伴乐迷。 梁燕芬

苏慧伦时隔13年
再发新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