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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8 日晚
间，第74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颁
奖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当晚，电
影和电视类的十余个最佳主角、配
角奖项逐一揭晓。梅丽尔·斯特里
普获得本届金球奖的终身成就奖。

电影类奖项方面，卡西·阿弗
莱克凭借《海边的曼彻斯特》拿下
最佳剧情片男主角奖。伊莎贝尔·
于佩尔凭借《她》获得最佳剧情片
女主角奖。瑞恩·高斯林凭借《爱
乐之城》摘得音乐/喜剧类电影最
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则由同
样出演该片的艾玛·斯通摘得。

此外，亚伦·泰勒-约翰逊凭借
《夜行动物》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维奥拉·戴维斯则凭借《藩篱》获得
最佳女配角奖。

电视类奖项，比利·鲍勃·松顿
凭借《律界巨人》获评剧情类最佳
男主角；唐纳德·格洛沃凭借《亚特
兰大》获得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
角奖；汤姆·希德勒斯顿凭借《夜班
经理》获得迷你剧/电视电影最佳
男主角奖。

女演员方面，出演《王冠》的克
莱尔·福伊凭借该剧获得剧情类最
佳女主角奖；泰瑞丝·爱丽丝·罗斯
因出演《黑人一家亲》获得音乐/喜
剧类最佳女主奖；莎拉·保罗森则
凭借《美国犯罪故事》获得迷你剧/
电视电影最佳女主奖。

电视剧配角奖项方面，休·劳
瑞凭借《夜班经理》获得最佳男
配。同样出演《夜班经理》的奥莉
薇娅·柯尔曼则凭借该剧获得最佳
女配。

这场备受瞩目的颁奖典礼由
脱口秀红人“肥伦”吉米·法伦担任
主持。电影方面，《月光男孩》摘下
最佳剧情类电影大奖，去年的最佳
剧情类电影是莱昂纳多主演的《荒
野猎人》。

热门电影《爱乐之城》获得最
佳配乐、最佳原创歌曲、最佳电影
剧本、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喜剧片
男主角、最佳音乐/喜剧片女主角，
最佳音乐/喜剧片七大奖项。此

外，《疯狂动物城》获得最佳动画长
片奖。《她》获得最佳外语片奖。

电视剧方面，《亚特兰大》获喜
剧/音乐类最佳电视剧奖，迷你剧/
电视电影最佳电视剧则由《美国犯
罪故事》获得。

据悉，由艾玛·斯通、瑞恩·高
斯林主演的复古歌舞片《爱乐之
城》成为年终大热门，以 7 项提名
领跑电影类奖项，各大重要奖项均
有入围，尤其在前期颁奖季前哨战

中被忽视的男女主演双双被提名，
令人振奋。

金球奖是美国的一个电影与电
视奖项，以正式晚宴的方式举行，举
办方是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此奖
从1944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金球奖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
会会员投票，是唯一同时对优秀电
影和电视作品给予表彰的大型颁
奖典礼，奖项包含25个类别。

中新

第74届金球奖颁奖

《爱乐之城》7提7中
《月光男孩》获最佳剧情片

8 日，江苏卫视鸡年春晚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公布演
出阵容。其中既有黄日华、苗侨伟、罗嘉良、马德钟的
TVB 群星聚首，还有时隔 27 年的《渴望》剧组主创的重
聚首，更有刘国梁、王涛、马琳、陈玘、马龙的国乒男团。

发布会上，黄日华、苗侨伟、罗嘉良、马德钟一亮相就
引发尖叫。回忆自己创作的经典的角色，黄日华直言：

“最喜欢的还是乔峰，有英雄气概，重情重义。”苗侨伟则
觉得杨康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角色。谈及两人合作的

《射雕英雄传》，苗侨伟透露：“有一集被翁美玲用打狗棍
击中眼球，导致直接被送到医院，她是个天生的好演员。”

作为商战最经典之一的《创世纪》，主演罗嘉良认为
难度最大的是庞大的剧本台词，不过自己有这方面天赋，
基本是信手拈来。同样作为《创世纪》中的主演之一，马
德钟回忆自己的演艺身涯认为，要得益于之前的特警和
运动员经历。

作为怀旧重头戏，江苏卫视春晚每年都有经典电视
剧组演员重逢聚首，今年也不例外。距今已经 27 年的

《渴望》剧组聚首舞台。导演鲁晓威、王沪生扮演者孙松、
徐月娟扮演者杨青、大刘燕扮演者孟秀、国强扮演者宗平
都在场讲述了《渴望》背后的故事。

作为剧中一号反派王沪生扮演者孙松谈到《渴望》认
为，这部剧既给他带来了许多骂声，也让粉丝的信件也纷
至沓来，女粉丝的信直接写“我要嫁给你”，让他不知所
措，受欢迎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小鲜肉。

导演鲁晓威自曝，上门9次找杨青出演《渴望》，本来
是定为慧芳一角的杨梅，最终扮演了配角徐月娟。

记者获悉，江苏卫视鸡年春晚邀请了由刘国梁、王
涛、马琳、马龙、陈玘组成的中国乒乓男团。

现场提及张继科发微博称陈玘是自己偶像时，陈玘
低调表示自己在双打上的冠军比较多，遗憾的单打奖牌
拿得少了些，很愿意帮助他们现役运动员在技术上提
升。身为江苏男队主教练的他，目前把备战全运会作为
重点，谈到目标，陈玘直言：“赢一块奖牌。”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蒙面唱将猜猜猜》大热，江苏卫
视鸡年春晚也把蒙面这个元素引入到了嘉宾阵容中。

据悉，江苏卫视鸡年春晚将于 1 月 28 日大年初一播
出。 张曦

刘国梁率国乒男团加盟

江苏卫视春晚阵容曝光

自从去年年底湖南卫视宣布
《我是歌手》更名为《歌手》，加盟
《歌手》人选就备受关注。跨入
2017 年，从 1 月 5 日起，节目组连
续四天放出消息，林忆莲、谭晶、袁
娅维和萧敬腾领衔的“狮子合唱
团”确定加入《歌手》阵容。据悉，

《歌手》将于 1 月 21 日起每周六
22：30播出，就此拉响2017年音乐
类综艺节目的号角。

作为观众最易“入门”的综艺
节目类型，音乐类综艺可谓贯穿全
年。回看 2016 年，随着版权引进
趋势渐弱，音乐综艺刮起一阵“改
版风”。“综一代”祭出新品，口感不
俗；“综 N 代”拆东补西，颓势日
显。概括起来可以发现：推理类大
热，竞技类疲软，改编类走俏，互动
类亮眼。而 2017 年音乐综艺又将
如何创新？不妨拭目以待。

推理类大热
去年，国内音乐综艺节目诞生

了一个新类型——“推理类”。虽
然这种模式在邻国已经被玩烂了，
但引进后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关
注。早在 2015 年，这种“我猜我猜
我猜猜猜”的模式就在全国各地面
频道试水成功。比如《隐藏的歌
手》，让一帮素人模唱歌手与原唱
明星歌手在屏障后面唱歌，由观众
投票决定其去留，歌手逐轮被淘
汰，最终决出当期明星歌手；谢娜
主持的网综《偶滴歌神啊》中，由一
帮综艺咖组成的鉴音团找出音痴
与实力唱将，这档网综在一年之内
热播到第三季。

经过一年的预热，推理类音乐
综艺电视节目去年迎来爆发。首
先 是 浙 江 卫 视 第 二 季 度 播 出 的

《谁是大歌神》，每期由 1 名大牌歌
手和 5 名模仿者参加，共 6 名选手
隐藏在房间内唱歌，由观众和明星

嘉宾共 100 人来找出这个大牌歌
手——这档节目简称“《隐藏的歌
手》卫视版”。然后是江苏卫视第
二季度同档综艺《看见你的声音》，
规则与网综《偶滴歌神啊》相似。
至于《蒙面唱将猜猜猜》，则毫无疑
问是第四季度的爆款，节目不仅把
两位大热歌手萨顶顶、谭晶的悬念
留到最后，更让林宥嘉唱红了《成
全》，杨丞琳、金海心等也获得了证
明自己的机会。

这 三 档 节 目 ，也 让“ 星 素 结
合”、“主持人+猜评团+观众”等节
目物料配置方式更加成熟。据悉，

《谁是大歌神》《蒙面唱将猜猜猜》
今年都将推出新一季。

竞技类疲软
去年的竞技类音乐综艺节目，

如果从收视率来衡量，可以用“灾
难”来形容。《我是歌手 4》52 城收
视 率 1.887，创 四 季 以 来 最 低 纪
录。虽然李玟、张信哲、李克勤、容
祖儿等大咖歌手的加盟勾起无数
人的旧日情怀，但却不能换来关注
度。节目模式千年不变，让不少观
众感到审美疲劳。节目组除了需
要寻找兼具话题和实力的歌手，看
来还需要在模式上创新。

因为版权纠纷，《中国好声音》
改版为《中国新歌声》。节目 logo

换了，选手晋级方式微调，导师转
椅变成“滑滑梯”，而收视率也像坐
上了“滑梯”。以总决赛收视率作
对比，前年节目收视率为 6.843，去
年的收视率为 3.956，虽然这个收
视率仍然领跑第三季度周五档，但
优势明显不如从前。为了挽回颓
势，《中国新歌声》增加了四位明星
导师互动的比重，结果整季节目话
题全落到“汪峰秀恩爱”、“周董秀
父爱”上，有网友因此质疑：“全明
星互动、回锅肉返场，说好的平民
选秀呢？”

今年，这两档节目还得办下
去。《我是歌手》改名《歌手》后，模
式会微调，但播出时间由周五晚
10：00 调整到周六晚 10：30，让收
视率成谜。《中国新歌声》第二季也
将放出大招，力邀刘欢回归，陈奕
迅也宣布入座导师席，许多观众希
望这是节目组放出的信号：“《中国
新歌声》将回归专业性！”

改编类走俏
如果说，在电视剧领域，侯鸿

亮、孔笙领衔的“正午阳光”团队是
质量的保证；那么，在音乐综艺领
域，“灿星制作”无疑是敢开风气之
先的业界良心。去年，他们全新开
发了一档主打“改编”的音乐节目

《盖世英雄》。这档节目由王力宏、

鸟叔、庾澄庆、凤凰传奇担任导师，
带 领 队 员 采 取 车 轮 战 模 式 两 两
PK，不会有任何一支队伍被淘汰，
而优胜者的歌曲会收录到一张原
声大碟中。这档节目让时下流行
的 EDM 风格在国内普及，也算开
了行业之先。

也许是同样洞悉了音乐综艺
的“改编”大势，去年第四季度，《天
籁之战》和《梦想的声音》不仅播出
周期撞档，而且节目模式重合度极
高——都是明星歌手改编金曲，与
素人选手 PK。不过，因为两档节
目选择的嘉宾专业水准过硬，还是
出现了不少爆款歌曲。林俊杰的

《我怀念的》唱到无数观众飙泪，莫
文 蔚 的《We Don’t talk any-
more》被广为传唱，华晨宇的《我
的滑板鞋 2016》《齐天大圣》更成
为年度神曲。

按照目前各大卫视的招商节
目单，为东方和浙江两大卫视攒够
人气的《天籁之战》和《梦想的声
音》都将迎来第二季，而且冠名费
已经涨价。

互动类亮眼
去年的新类型音乐节目中，

《跨界歌王》《我想和你唱》都玩起
概念互动，让观众眼前一亮。《跨界
歌王》将嘉宾范围拓展到不同领

域，演艺圈、体育圈明星纷纷站上
歌唱舞台，王凯、刘涛、秦海璐、白
百何等演员开腔唱歌着实吸引了
不少关注。不过，这档节目在叙事
节奏上暴露了不少缺陷：既然重点
不在展示音乐实力上，那么节目在

“讲故事”方面应该下点工夫，然而
嘉宾的互动缺乏化学反应，令节目
整体显得过于平淡，导致前期收视
率并不理想。到了节目后期，不少
大牌明星现身，故事也讲得顺了一
些，才拉动了收视率。

相比而言，《我想和你唱》则顺
利实现用手机 APP 创造素人与明
星互动合唱的可能性，再用舞台主
秀实现面对面选拔，打通了线上与
线下，真正实现“把网上的歌唱到了
现实中”。这档节目不仅具有互联
网思维，而且综艺感极强，主持人汪
涵与韩红的组合贡献了不少段子，
明星歌手也都是话题人物，费玉清、
薛之谦、大张伟等在保证节目专业
性的同时，也颇具可看性。

值得期待的是，这两档节目也
将推出第二季。《我想和你唱 2》预
计将在今年第二季度登陆湖南卫
视。《跨界歌王 2》也将同档登陆北
京卫视，根据节目招商时公布的消
息，该节目第二季拟邀跨界主持人
薛之谦以及跨界歌手黄渤、刘涛、
王珞丹、王雷等明星加盟。龚卫锋

推理类大热，竞技类疲软；湖南卫视《歌手》将吹响新一轮竞争号角

音乐综艺去年玩疯了！

瑞恩

·高斯林
艾玛

·斯通

2017 年北京台春晚将于大年初一 19：35 在北京卫
视和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同步播
出。围绕“欢动万家夜，爱暖中国心”的主题，立足北京特
有城市属性，以北京作为首都的时代气息和发展变化，体
现京城的皇城文化、京味儿文化与移民文化，通过多种艺
术形式，呈现北京文化和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追怀既往，呈现变迁，触发共鸣，打造一台欢乐温暖的春
节联欢晚会。

与往年不同，今年晚会将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
心进行录制，舞台变成了360度全景，打破舞台与观众席
的割裂感，观众席设置不同单元，演员与观众围桌同坐、
互动表演，呈现家庭、亲友共聚过年的情境。务求精心为
观众烹饪一道看点强、颜值爆表、接地气的“合家欢”新春
盛宴。春妮、曹一楠、栗坤、罗旭、悦悦、曹扬、张卫健、关
晓彤将担纲主持。

当天的发布会名为“鸡年春晚，系住美好”，现场首次
发布了范冰冰、李晨为北京台春晚代言的宣传片、北京台
春晚 LOGO 和首发阵容。这部寓意着北京是梦想之城、
希望之城、奥运之城的宣传片也是范、李恋情公布以来首
度合作的电视作品。该宣传片将于即日起登陆北京电视
台及多家合作网站。

春晚总导演段嵘介绍说，“在一起”是北京台春晚历
年的主题，也是中国春节的情感主题，春节是团圆的日
子、是相聚的时光，李晨跟范冰冰健康积极的形象非常符
合北京台春晚的定位。李晨在发布会上表示，自己作为
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是看着北京台春晚长大的，来北
京台就像回家。他还透露，将和范冰冰在春晚中给大家
带来精彩的表演。

此外，因《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片而走红的文物修复
师们也将出现在北京台春晚的舞台上。

许思鉴

北京台春晚大发力

范冰冰李晨情侣档代言

近期关于演员使用替身、高片酬等话题一再引发热
议。郭靖宇现身北京，为其监制的新剧《射雕英雄传》在
东方卫视开播站台时透露，有些演员的片酬在6000万至
8000万，“我要每年写一百万字，连续写七八年才能赚回
来，我凭什么请大咖？还不如回家种大白菜。”说罢他还
不忘提醒几位新人：“将来你们成了大腕不要要那么贵的
片酬，要给足剧组档期，吊威亚要自己上，用替身的演员
永远是不光荣的演员。”

多年来，《射雕英雄传》被翻拍过多次，此次再度拍
摄，郭靖宇表示希望向金庸致敬，“我曾经在参与拍摄《笑
傲江湖》时与金庸合作过，现在还是觉得他的小说最有嚼
头。”导演蒋家骏则透露情节故事依然是按照小说展开，
不会做过多改变，但同时也在道具、舞美等方面下了工
夫，“桃花岛等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的。”

不过，相比黄日华、翁美玲，胡歌、林依晨等经典版
本，此次是由四位新人担任主演，“我们是新老结合，希望
做出不一样的效果。”

该剧1月9日登陆东方卫视。
网娱

郭靖宇炮轰
偶像演员高片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