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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节目 都想当话题制造机
《知否》多个话题上热搜
口碑与收视双赢

近日，《知
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在湖南
卫视金鹰独播
剧场热播，每日
剧集可谓是引
起观众的热烈
讨论，仅播出12
天便有#为什么

小公爷不是男主#、#小秦氏演技太厉害
#、#顾二叔终于看清曼娘真面目#等20多
个不同话题登上热搜榜。而在上周，《知否》
与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更是携手荣登“一
周电视剧官微播放量”冠军，能在短短数日
达到口碑与收视双赢的局面。 新华

《歌手》2019齐豫风采愈盛
首秀《最爱》

湖南卫视
《歌手》2019将
于1月11日(本
周五)晚22：00
首播。日前，首
期节目已录制
完 成 ，齐 豫 携

《最爱》登台演
绎，极致空灵的

嗓音漂浮笼罩全场，为在座听众送上了心
灵治愈之声。 综合

《天龙八部》首发剧照
杨祐宁文咏珊演绎“心”江湖

1月8日，电
视 剧《 天 龙 八
部》，在云南大
理举办了开机
仪式，出品人孙
忠怀、曹华益，
总制片人方芳、
蒋晓荣，制片人
张萌、汪迪、任
强 ，导 演 于 荣

光，视效指导庄严，音乐指导董冬冬、陈
曦，与杨祐宁、文咏珊、白澍、张天阳、苏
青、何泓姗、邱心志、曾一萱、高泰宇等主
演悉数到场，分享了拍摄中的艰辛与趣
事。片方也发布了该剧的首批剧照，山水
静谧间几位主演神态各异，凝神浅笑间共
赴一场武侠世界的因缘际会。而同时曝光
的概念海报，则将“天龙八部”具象环绕形
成云雾漩涡，三兄弟身处其中，步入天地
红尘之时也将面临万千抉择。

综合

《新相亲大会》
引爆“前任”话题

上周日晚，江苏卫视代际相
亲节目《新相亲大会》首播，首期
节目聚焦“女生家庭专场”，老
丈人、丈母娘一起选女婿的场
面让人忍俊不禁。不同职业、相
异背景、各个年龄层的单身男
女及其家人齐聚一堂，所发酵
的感情观交织格外精彩纷呈。

第一期节目，男嘉宾韩峰把
前女友带到了相亲现场。他的这
一举动，让原先对他保有好感的
女嘉宾心生迟疑。此外，韩峰的

前妻还出现在短片里，并
透露跟韩峰的

相处

“这些年是朋友关系”。前妻的
一番话，令全场女嘉宾和家庭
都炸开了锅。有女嘉宾抱团表
示退出，“我不能接受”；还有女
嘉宾催促爸妈灭灯。

对此，孟非认为，韩峰能把
前女友带来的背后要素是“真
放下了才会来”。

节目里的“前任”话题也引爆
了网络关注，社交网站上，网友们
对此看法不一。有网友认为，

“不知道男嘉宾怎么想的”“曾
经爱过的人怎么能够做朋友”

“爱过的，做朋友都会别扭”“继
续做朋友，确定不是给对方留
希望吗”。也有网友认为：“肯定
有和平分手的，我觉得不能一
概而论”“虽说这样的相处方式
很少见，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家那闺女》
成“新型话题制造机”

同样在上周末，
湖南卫视《我家

那闺女》
正

式和观众见面。吴昕、傅园慧、
袁姗姗、何雯娜四位“闺女”独
居生活的精彩呈现，引发业内
和观众一致好评。节目透过主
持人吴昕、运动员傅园慧、何雯
娜和演员袁姗姗四位闺女最真
实的生活图景，进行现实解构
与探讨，直击当代青年的独居

“痛点”及社会热象。
首期节目中，闺女们特立独

行的生活方式，对内心世界毫无
遮掩的坦诚表现，引发了观众们
的热议和共鸣。一个人独居宅在
家可以干什么？吴昕在节目中的
表现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作
为“超级宅女”，吴昕每天在家忙
到不停歇，网购、护肤、吃保健
品，甚至泡个脚都得先化个妆，
为此，情感观察员们纷纷感到
无法理解，傅园慧爸爸更上演
了金句点评“可能这就是一个
人生活中的仪式感吧！”吴昕这
种“宅式生活”是当下众多社会
青年的一个缩影，看到屏幕上
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不少网友
表示“百分之百还原了自己的
生活”。同样作为公众人物的袁

姗姗，也袒露了自己在演艺
之路上的挫折和困扰。

何雯娜、傅
园慧两位

运 动

员在首期节目中的表现同样受
到了外界的热议。“蹦床公主”何
雯娜虽然已经退役，但平时在生
活中却保留了自己多年来的习
惯，无时不在拉筋，引发网友调
侃“功底太扎实了”，而聊到全运
会期间的伤病时，她坦言自己会
硬扛，更认为在比赛期间吃药是
很矫情的，听到女儿心声，何爸爸
心疼地表示送她走上体育之路，
是希望女儿得到更多的锻炼。

节目里，“洪荒少女”傅园
慧则是受到了爸爸无微不至的
照顾，衣食起居样样包办，惹得
网友直呼“好羡慕”。

数据显示，《我家那闺女》首
播带来13个热搜话题，有网友甚
至认为，情感综艺成“新型话题
制造机”。有网友笑说：“看了节
目，感觉是大龄剩女的生活写
照。运动员有他们的孤独与枯
燥，艺人有他们的迷茫与不易。”

而且节目贯穿始终的“催
婚”话题，也成为撬动全年龄段
受众“利器”。吴昕和袁姗姗在节
目中坦言被催婚的压力，让不少
网友感同身受。对父母观众来
讲，这是倾听子女心声的机会，
而对于年轻人来讲，也会颇有
共鸣，“父亲不太了解女儿的生
活和心理，催婚是他们能参与
的为数不多的活动了吧”。

据《广州日报》

上周末，《新相亲大会》《我家那闺女》分别在江苏卫视和湖南卫视开播，随即引发了网友的高度关注和积极
讨论。其中，《新相亲大会》聚焦的是代际相亲话题，首期节目里“带着前女友去相亲”的男嘉宾引爆荧屏内外的

“前任”话题，而《我家那闺女》中“宅女”们的生活也让网友们比照自己的生活——— 怎么跟自己、跟他人好好相处处？
通过这些节目，观众或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

央视春晚：baby现身二审
沈月、周一围令人期待

近日，2019年央
视春晚进行二
审彩排。有媒体
拍到了baby、周
一围、沈月、闫
妮、包贝尔、潘
斌龙、贾冰等一
众明星，陆续从
中央电视台演

播大厅走出，也让很多人产生了期待，而
一同出现的还有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
人尼克买提。Baby穿着黑色羽绒服，把自
己裹得紧紧的，还戴上了羽绒服的帽子。
周一围跟工作人员一起走出来，有说有
笑看起来心情很好。包贝尔包得严严实
实。 中新

诺奖名单解禁 老舍从未入围
作家傅光明认为，老舍虽然未获诺奖但并不影响其文学成就

早在10年前，中国现代
文学馆研究员、作家傅光明
就曾对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
失之交臂的传闻进行过考
证。根据他的追查和考据，最
早将“老舍与1968年诺贝尔
奖失之交臂”这种说法传入
中国的，是日本人藤井荣三
郎，时为1981年4月——— 他在
访问北京时，把这种说法告
知了老舍夫人及其子舒乙。

藤井荣三郎后来在给傅
光明的回信中这样写道：“从
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
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
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
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
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
到吃惊。我记得向他们说起，

‘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

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
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
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
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
的，可是因为老舍本人已经
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
端’。”

“藤井荣三郎还在给我
的回信中表示，很遗憾，没有
把杂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
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
傅光明向记者介绍道。由此看
来，这传闻是某杂志文章的作
者“从朋友的朋友口中听说”，
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
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
说出，经过了这么多道关，却
没有一个很实锤的证据，真实
性也就大打折扣。为此，他推
断传闻为虚。

入围说法由一日本人传入中国

档
案 显 示 ，当

年排在推荐第
一位的是法国

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第三名
为获奖的川端康成。

未获奖不影响
老舍文学成就

证实

就在最近，伴随着诺贝尔
档案馆相关档案的解密，人们
发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终
候选名单并无老舍的名字。这
也证实了傅光明此前的观点。

傅光明表示，诺贝尔文学
奖确实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国际
性文学大奖，每到年终岁末，都
会牵动着各国文学界的神经，
似乎对中国尤甚。但诺贝尔文
学奖绝非国际认证的衡量文学
的唯一最高标准，文学也不可
能有唯一标准。老舍虽然未获
诺奖，但并不影响他的文学成
就。能成为诺贝尔先生遗嘱中
所说的‘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
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更应是
作家追求的。”傅光明说道。

北青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候选名单解禁公布，里
面并无老舍的名字。这也证实了我此前考证的老舍与诺
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传闻是假的观点。”8日下午，中国

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作家傅光明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很长时间以来，老舍
先生曾“距诺贝尔文学奖
仅一步之遥”的传闻一直
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个
广为流传的版本是，由于老
舍先生于1966年投湖，而诺
贝尔文学奖的惯例是不颁
给已故之人，因此1968年的
诺贝尔文学奖最终颁给了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据了解，根据1900年
出台的《诺贝尔基金会章
程》，诺贝尔奖不能颁发
给已故者，而且诺贝尔档
案馆所存放的当年的评
选档案要过50年才能解
密公开。因此，这则坊间
传闻始终未知真伪。

不过，日本《朝日新闻》
日前报道称，1968年诺贝尔
文学奖的最终候选名单终
于解禁公布。在这份名单
中，除了获奖的川端康成
外，还有英国诗人奥登、法
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以
及法国剧作家塞缪尔·贝克
特，并无老舍的名字，老舍
入围诺奖传闻不攻自破。

诺奖名单解禁
其中并无老舍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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