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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年晚会中，专业出身、能唱
能跳的歌手本该是挑大梁的人选。
不过从多家卫视跨年晚会接力赛来
看，歌手虽然还是座上宾，但在跨年
晚会中的表现，却快要被演员、综艺
咖们抢去了风头。王菲、陈奕迅、张
惠妹、孙燕姿、蔡依林等都在跨年晚
会上献唱，可是不管他们是演唱失
常堪比车祸现场，还是发挥稳如“行
走的 CD”，竟然没有在话题、热搜
留下一点点痕迹⋯⋯

东方卫视：张继科赵
丽颖“公主抱”吸睛

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网罗了王
菲、陈奕迅、莫文蔚、费玉清、张艺
兴、罗志祥等歌手，虽然歌手数量上
不比其他卫视，但其中几位都是妥
妥的“话题担当”，尤其是王菲。不
过从晚会播出的反响来看，王菲时
隔 4年再度亮相荧屏跨年并没有泛
起多大的涟漪，原因当然也和天后
的表现多多少少相关。接近晚会尾
声“亮相”的王菲这次带来了两首歌

《你在终点等我》《人间》。结果演出
不仅被部分观众评价“又是车祸现
场”，有网友还爆料，当晚王菲真人
并没有现身，现场观众只是通过大
屏幕看王菲事先录制好的演唱视
频。但据了解，晚会采取部分事先
录播的，并不止王菲一个。

最终，还是罗晋唐嫣合体跨年、
张继科赵丽颖搭档演出，抢了当晚
大部分的风头。对于非歌唱科班出
身的他们，合唱的主要绝杀就是“粉
红”。罗晋、唐嫣合唱《水晶》《天赋》
两首歌，全程又是牵手又是对视，发
糖不停。而首次合作的“骨科组
合”，除了对唱情歌《私奔到月球》，
张继科还现场“公主抱”赵丽颖。唱
歌他们或许不在行，但是刷“粉红”，

的确都是老手。

江苏卫视：薛之谦跨
界主持尴尬上热搜

阵容堪称几家卫视晚会中最强
的江苏卫视，即便稳拿一手好牌也
不敢怠慢，在晚会上精心安排了每
位歌手的演出。在李健、林俊杰演
出时打造了大鲸鱼、猛犸象等舞美
效果，还让蔡依林演唱了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更有周华健与
吴亦凡、张碧晨，谭晶和薛之谦的混
搭合唱。

不过，晚会播出后，坐稳热搜的
却是“薛之谦尴尬”。本次晚会除了
有李好、李响、彭宇坐镇主持，还请
了薛之谦、江疏影客串主持。虽然
当晚薛之谦又是唱歌又是配合志玲
姐姐表演，但都远没他跨界主持让
人“惊喜”。当晚，薛之谦在晚会直
播中突然提到他有份参加的《我们
的挑战》口碑非常好，但是收视率不
高，让搭档李好和江疏影一脸问号，
随后他答道“因为江苏卫视不买收
视率”。场面气氛瞬间冷冻，李好也
只回应“你真敢讲！”因此，薛之谦尴
尬登上了微博热搜。

湖南卫视：贾乃亮版
神曲《PPAP》比较“红”

湖南卫视跨年晚会除了有即将
登上《我是歌手》的林忆莲助阵，王
力宏、韩红、张靓颖、周笔畅等歌手
也成功撑起晚会的歌唱质量。当
然，“流量担当”TFboys 压轴登场，
献唱了最新发布的歌曲，也算是诚
意满满。不过，晚会最大的特色之
一还是演员们的跨界登台，黄晓明、
李易峰、王凯、陈乔恩、钟汉良、刘
涛、贾乃亮齐齐现身，演绎了演员在

演唱会舞台上的抢镜功力。
和歌手们中规中矩的“大合唱”

路线不同，演员们更懂博取关注度，李
易峰和何炅“情歌对唱”《简单爱》不是
最“辣眼”，刘涛和贾乃亮走神曲路线
才把人吓到合不拢嘴。贾乃亮用特有
的“贾氏英语”演唱了神曲《PPAP》；刘
涛则又唱又跳演绎神曲《姐姐》，被网
友调侃是“县城迪斯科画风”。

这次芒果的跨年晚会依然采用
“快乐队”和“天天队”PK的模式，主
持人除了肩负晚会的主持重任，还
要亲身下场表演，比如汪涵与韩红
组合、谢娜与陈乔恩一起登台。可
惜的是，吴昕与鞠婧祎的歌舞秀因
节目时长所限被拿下，在演出之前
吴昕一直卖力练习，而另一位主持
沈梦辰则唱了 3 首歌，粉丝质疑电
视台偏心，“心疼吴昕”的热门话题
刷爆微博。

浙江卫视：“跑男”家
族合体最亮眼

早于去年 12 月 30 日就抢先跨
年的浙江卫视，请来了张惠妹、孙燕
姿、田馥甄、朴树、萧敬腾等，但结果
最抢风头的还是久未合体的跑男团
七只。而且据了解，当晚，朴树、鹿
晗、杨宗纬等歌手演唱时耳返都出
现了问题。朴树上台后刚唱了几句
就停住，疑似耳返出问题，表示“不
好意思”后重唱了一遍。而鹿晗则
被观众发现直接摘了耳返。

早在跨年晚会前，节目组就宣
布这次跑男七只将重聚跨年舞台，
包括已怀孕 8 个月的 Angelaba-
by。不过最终发现，所谓 baby 也
不缺席只是通过现场视频连线方式
现身。合唱《超级英雄》、现场玩游
戏，嘻嘻哈哈的跑男团也成功将当
晚气氛掀至高潮。蔡慕嘉 吉媛媛

歌手再不努力就饭碗难保了

跨年晚会，
功劳都归“综艺咖”？

2017 年荧屏电视剧编排同样
“新年新气象”，明星领衔的新剧、大
剧将跟观众见面，这批电视剧也承
载着能否赢得收视开门红的重担。
开年剧中，都市剧、古装剧、历史正
剧等题材多样，它们中哪一部最具

“爆款相”？
开年档历来是各大卫视兵家必

争之地。在2017年开年档中，江苏
卫视和北京卫视将播出被称为“中
国版《辛德勒的名单》”的《最后一张
签证》；东方卫视和深圳卫视同日以

《守护丽人》迎战；湖南卫视的《孤芳
不自赏》和周播剧《漂亮的李慧珍》
在 2017 年 1 月 2 日开播；浙江卫视
的《遇见爱情的利先生》则在 1 月 4
日加入“战团”。

题材阵容大PK
古装都市历史正剧“混战”

有人说，电视剧收视之战首先
是故事要戳中观众的心。从几部开
年剧的题材来看，《孤芳不自赏》是
古装 IP 剧，《守护丽人》《遇见爱情
的利先生》《漂亮的李慧珍》则是现
代都市题材，而《最后一张签证》则
强调历史正剧范儿，多种题材谁最
有可能让观众买账？不妨先看看它
们讲的是什么故事。

《守护丽人》《遇见爱情的利先
生》《漂亮的李慧珍》都是现代都市
题材。其中，李小璐、张译主演的

《守护丽人》讲述的是“落难千金”与
“胡同骑士”的温情爱情故事。李小
璐扮演的富家女林佳一养尊处优、
刁蛮任性，父亲为了让女儿走上正
轨，使出“非常手段”，将她赶出家
门，逼迫她脚踏实地、从头开始。而
张译饰演的快递小哥陈曦，生活在
胡同普通人家，是个热心肠的上进
暖男。从近日曝光的片花看，该剧
开篇虽是偶像剧的设定，但“胡同生
活”部分还是很接地气的，这样偏生
活化的都市剧应该会得到不少家庭

观众的喜欢。
相对来说，《遇见爱情的利先

生》和《漂亮的李慧珍》则偏偶像
剧。《遇见爱情的利先生》根据郑媛
的小说《玻璃鞋》进行改编，讲述了

“腹黑总裁”利曜南与善良活泼的
“灰姑娘”刘欣桐之间历尽艰辛的爱
情。《漂亮的李慧珍》由盛一伦、迪丽
热巴、张彬彬等主演，讲述的是李慧
珍从“完美公主”变成“龙套女”后再
度遇见初恋的故事，是一部涵盖了
友情、爱情、梦想、职场的轻喜剧。
不过，《遇见爱情的利先生》早在
2014 年 6 月就已经杀青，搁置到
2017年才开播，观众审美口味已经
变化，是否还能接受当年的画风？
目前不得而知。

从这个开年档的剧单看，《孤芳
不自赏》是同档期唯一一部古装
IP。《孤芳不自赏》讲述了权谋无双
的“女诸葛”白娉婷和晋国骁将镇北
王楚北捷，在战乱频繁、分合无定的
乱世中凄美的虐恋故事。此前曝光
的预告片中，英气十足的白娉婷一
袭青衣、飘带束发坐在城楼之上以
琴指战。有观众认为，Angelaba-
by 和钟汉良的颜值可以让该剧成
为一部“养眼大剧”。

荧屏大 IP、古装仙侠受重视的
如今，《最后一张签证》却从现实主
义出发聚焦历史，其编剧高满堂强
调：“我觉得古装、鬼怪神仙侠这些
戏都好演，但现实主义题材太难演
了。你卖萌也没用，你年轻也没用，
它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是真正
的历史正剧。”《最后一张签证》在内
容上选择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选择
这个题材因为这段历史是真实历
史，78 年前，中国驻奥地利领事馆
签证官向 4800 名犹太人发放了签
证 。 这 部 剧 充 分 还 原 了 历 史 原
貌”。为了创作《最后一张签证》，高
满堂更是亲临布拉格的集中营，“我
这次真的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对这
部电视剧我就一句话：更加关注生

命”。记者采访时，卫视方面认为，
高满堂和陈宝国携手合作的剧目包
括《钢铁年代》《老农民》等都曾在开
年档取得优异成绩，这次同样是历
史大剧的《最后一张签证》相信也会
得到观众青睐。

开年剧的阵容亮眼
钟汉良baby很吸睛

除了故事和题材外，开年剧的
阵容也十分亮眼。其中，钟汉良和
baby的组合最为吸睛。从《孤芳不
自赏》公布的片花来看，“霸道总裁
专业户”钟汉良的造型广受好评，台
词也是一如既往的“总裁文”。不过
这部戏在播出之前，也有一些传言
称钟汉良同时在轧三部戏，不知道
这一传闻对最终成片会有多大的影
响。而 baby 的古装造型同样让人
放心，但她的演技一直没有得到观
众认同，在新剧中表演水准能否有
所提升，也让观众十分好奇。

在几部都市题材作品中，《遇见
爱情的利先生》是新科金马影后周
冬雨首部电视剧作品，她毫不讳言
都不太记得当时拍了什么，“因为这
部戏真的是太久了”。刚刚升级当
爸的男主角陈晓也承认，“回头看这
部戏，有种翻看以前照片的感觉”。
但是，周冬雨的金马影后光环和陈
晓攀升的人气还是给该剧一个终于
定档的理由，只是回望当年青涩的
演出，或许演员本人都不敢说“信心
满满”。

《最后一张签证》则由戏骨陈宝
国领衔，高满堂直言：“哪个戏有了
宝国就放心吧，肯定有市场。”陈宝
国则表示，“很荣幸参演高满堂的
剧，很珍惜这个角色”。刚获得金鹰
奖的王雷此次饰演剧中的签证官，
这个角色厚重感十足。他认为：“此
次和宝国老师合作很过瘾，很珍惜
和老艺术家合作的机会。”

莫斯其格

众星领衔古装剧、都市剧、历史剧大战

大剧开年，
谁最具“爆款相”？

岁末档期几部国产院线大片陷入了“数星星”的口水
战。对于一部影片是好是坏，观众莫衷一是很正常，但是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只顾着“数星星”，恐怕很难推出叫好
叫座的精品佳作。

在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化体系中，大片好不好，观众
心里最清楚，但观众对于电影的评分不是影片质量的最
终评价标准。人们对好电影标准的理解存在差异，立场
不同，评价也会不尽相同。更何况，评分平台上雇佣水军
等“非正常打分”也确实存在。

对于影片多元化的评价并非坏事。各方观点都能摆
在一起正面交锋，这种“活力”恰是一个产业由初期走向
成熟的必要条件。面对方方面面的干扰和冲击，评分平
台应以中立的原则、科学的算法和透明的信息，来稀释误
差，净化差错。

事实上，各方都清楚的是，“恶评”“水军”毁不了真正
的经典，也没有能力搞垮中国电影，真正危害电影市场的
是那些“烂片”。需要看到的是，一些片方急功近利、“故
意迎合”“突击消费”只会透支观众信任、扰乱电影市场。

归根结底，中国电影要获得好口碑，更需完善市场、
加大支持、修炼内功。用心拍好电影才是正确的“刷分”
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经全国人大常
委会三次审议获表决通过。从创作主题到资金投入，从
人才队伍建设到电影放映具体时段，法律都作出明确规
定，被业界视为政策的“保驾护航”。

电影市场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政策“加力”，更需每一
个市场要素的努力。商业电影发展已逐步走出粗放的

“原始社会”，有序的市场规则正在博弈中逐渐完善。电
影制作方唯有执着追求有品质、有风格、有内涵的作品，
真正做到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才能获得好
口碑。 盖博铭

中国电影不能
忙着“数星星”

美国乐坛“天后”级巨星玛利亚·凯莉在跨年夜晚会
上演砸了，不仅自称耳机出问题而无法演唱，甚至还间接
承认自己在假唱。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当晚，数万人聚集在美国纽约时
报广场，观看这场跨年夜演出，电视台还进行现场直播，
数百万人都看到了凯莉约6分钟的表演。

从第一首《友谊地久天长》开始，事情似乎就已偏离
预定轨道。当凯莉的经典曲目《情感》响起时，她却告诉
观众，她戴的耳机里听不见声音，因此整首歌曲放的全是
伴奏，其间夹杂凯莉拿手的海豚音。而凯莉只能在舞台
上踱步，不时与伴舞摆出一些姿势。

到了第三首歌《我们属于彼此》时，凯莉干脆告诉观
众，这首放的是专辑版。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即便她有
时拿开麦克风，却依然有歌声，很明显她当时是在假唱。

凯莉自嘲，称“我在努力做个输得起的人”，“这简
直⋯⋯太棒了”，并试着让观众替她完成演唱。最终，她
的表演在尴尬中结束。

“就是没变好，”凯莉最后说，然后转身离台。
英国广播公司将凯莉的此次表演称为“大规模技术

性垮台”。这一“垮台秀”随即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热门话
题，她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

凯利的团队抱怨称，是主办方有意“陷害”凯莉，在她
的耳机和麦克风上“做了手脚”，以便“看一出凯莉的好
戏”。

不过主办方对此回应说，即便不戴耳机，凯莉应该也
能听到音乐声。

凯莉曾被美国媒体誉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跨世
纪“天后”歌手之一，得过5项格莱美奖。 海洋

假唱？
玛利亚·凯莉跨年夜演砸了

跨年夜，许多台湾网友打开电视，发现怎么转台，演
员阵容似乎都不太吸引人，纷纷抱怨没明星看，“有史以
来最不吸引人的演员阵容”、“虽然有几个我喜欢的歌手
但还是觉得好无聊”、“比新北耶诞城演员阵容还烂”、“好
惨的歌手名单”、“看大陆和日韩比较实在，台湾就 59 分
看个烟火就好了”。

报道称，更有台湾网友说，这几年越来越多大咖往大
陆跑，干脆直接看对岸节目比较吸引人，“我家看不下去，
改看江苏卫视!看到林俊杰、周华健、蔡依林、林志玲”、

“我要去看大陆的直播了”“对岸电视制作费预算超高，艺
人趁当红的时候多赚点钱也没什么”、“大陆演员阵容超
强”、“一样是演出，去钱给得多的地方不是很正常吗”。

大陆跨年晚会演员阵容到底有多豪华？“东森新闻
云”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请来最多台湾歌手，包括
蔡依林、林宥嘉、潘玮柏、李宗盛等;东方卫视方面，有罗
志祥、王菲、陈奕迅、费玉清等人;北京卫视跨年环球歌
会，有罗志祥、古巨基、黎明、张信哲、萧亚轩、那英等歌手
献唱;浙江卫视则提前一天举办跨年演唱会，张惠妹、田
馥甄、萧敬腾大咖云集。 中新

台跨年晚会“星光黯淡”？
台网友：A咖全在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