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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节目一夜爆棚

“我们的背包已装满晴朗，出去去山顶晒月亮。春
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赶上。”春天是
外出踏青的好时节，各大卫视也抓紧时间“组织”明
星们“出游”：湖南卫视的《花儿与少年》、江苏卫视
的 《花样年华2》、东方卫视的 《花样爷爷》，还有湖
北卫视《如果爱》、旅游卫视《鲁豫的礼物》也纷纷
推出旅行体验节目。如果说第一季度的综艺荧屏，
喜剧节目占据半壁江山，那么第二季度，旅行真人
秀则成为绝对的主力。

对综艺节目扎堆的现象，国内观众早已见怪
不怪。要么都在选秀，要么都在表演喜剧，如今
又都在“旅行”。

旅行真人秀一夜爆棚，源于去年湖南卫视
《爸爸去哪儿》 的成功。这档从韩国引进的亲

子旅行节目，开发出中国观众观看节目的新
口味，使得户外真人秀大受欢迎，众卫视相
继推出各自的旅行节目，以期在收视份额
中分得蛋糕。

4 月 25 日，湖南卫视的 《花儿与少
年》 开播，7 名不同年代的偶像组成
“欧洲自助旅行团”；5月12日，江苏卫

视 《花样年华 2》 开播，邀请 5 名少
女明星，在贵州山寨独立生活一个
月；6月15日，东方卫视《花样爷
爷》 首播，4 位明星爷爷随熟男
明星前往法国、瑞士旅游……

再加上《爸爸去哪儿 2》6
月底开播，东南卫视《真爱在

囧途》7月开播，上半年被各
大卫视拉出来旅游的中

国明星基本实现了年龄
层的全覆盖，从 3 岁

到79岁，从父子、姐
弟、姐妹、爷孙到

夫 妻 ，都 拖 着
行 李 箱 玩 ，

玩，玩！

明星旅行真人秀看点多

旅行真人秀为何一下子火了起来？首先，明星效应
是吸引观众的一大法宝。《花儿与少年》、《花样年华
2》、《花样爷爷》、《爸爸去哪儿》4档节目均以明星为主
要看点。从少女明星到当红明星、爷爷明星，全部把自
己的生活状态交给旅行真人秀加以展示。明星们在旅行
的过程中展现的平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以及他们在节
目中的行为所引发的舆论，都被粉丝们越炒越热，推上
话题榜，进一步推动了节目的火爆程度。

其次，陌生人在陌生环境下相处，能够制造出微妙
的人物关系。帮助中国引入多家韩国综艺节目的北京扩
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马雪表示，明星旅行真
人秀的看点之一是旅行过程中每个嘉宾之间人物关系的
转变。正如《围城》里赵辛楣对方鸿渐说的：“旅行是最
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行而
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朋友。”明星们在旅行中从
陌生变为熟悉，相互了解和理解的过程十分真实，让节
目有了温度。

除此之外，能否在旅行之外看到某种意义，对观众
来说也很重要。爸爸带着孩子去旅行，将在家庭教育中
被冷落的父亲的角色唤醒；不同年代的姐姐和弟弟们去
旅行，让人看到了独立与合作、自由与责任、现实与浪
漫的相互交织；老年人去旅行，让年轻人认识到生命的
重量与厚度。节目中对社会热点、人际关系、价值观念
的呈现，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

有时候，节目还会特意呈现这种冲突。如 《花样爷
爷》 中 4 位平均年龄在 67 岁的明星，来自内地、台湾、
香港三个不同地区，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在旅行中常
常产生矛盾，甚至发生争执，但节目从来不回避。总
导演李文妤说：“我们节目有很多关于社会横截面的讨
论，爷爷们都是有阅历的人，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
对于内地、香港文化差异的讨论问题，有很多。我们
希望通过他们的旅行，传达一种青春的气息，还有他
们阅尽尘世繁华后，对于生活的反思。”

跳出单纯完成任务的维度

明星旅行真人秀播出后，观众起初备感新奇。播出
几集后，也有不少观众表示，这类节目有些四不像，缺乏
旅游节目的观赏性，也不如室内真人秀节目紧凑、精彩。

观众王女士说：“我看了《花样年华2》，让女明星
去农村生活，看到个传统的茅厕就大呼小叫，我觉得
实在有点矫情。”大学生鹿小月说：“我看了一集 《花
儿与少年》 就不想看了，觉得学不到东西。我和同学
也去国外自助旅行，订个酒店找个路并没有多难。”

大部分明星旅行真人秀把旅行设计为“穷游”，每
人每天给一点钱，甚至分文不给，这原本是为了增加

明星旅行的难度，让他们多一些挑战，增加节
目的可看性。可是现在看来效果并

不理想，因为很多观众觉得让明星去“穷游”，是“为赋新
词强说愁”，在没有合理规划路线的情况下，节目往往会
给人一种为了省而省的感觉。

与韩国顶尖团队联合研发新旅行真人秀《真爱在囧
途》 的东南卫视，近距离观察韩国热播真人秀节目后，
发现了韩国真人秀成功的秘诀。“韩国真人秀非常看中
节目的价值观和文化取向，我认为这是决定一个节目好
坏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所以，我们在新节目中非常重
视家庭伦理的建设，既要‘接地气’，又要有‘正能
量’。”东南卫视副总监洪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韩国的真人秀，非常注重在娱乐中融入价值观和
文化取向，比如晚辈对长辈要有礼貌、有规矩，对国
家的历史文化要尊重。比如在 《爸爸去哪儿》，他们
会设定任务，让爸爸教孩子唱儿歌《照耀韩国的100
位伟人》，会在春节拍摄孩子给长辈行礼的礼仪。反
观我们的节目，对这一类的关照并不多见，更多还
停留在单纯完成任务的维度里。

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无论业内人士还是专
家对旅行真人秀节目均持肯定态度。有专家认
为，旅行真人秀节目弥补了国内同类节目的空
白，从传统的棚内选秀节目到棚外真人秀，能
够推动节目创新，至少让真人秀节目又扩展了
收视群。

对于明星户外真人秀的未来走向问题，清
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尹鸿教授认为：“明星
户外真人秀是一个长期的归类，它具有一定
的周期性，是从明星到草根再到明星的一
个循环。随着此类综艺的发展，明星们参
加户外真人秀的价值会从暴露隐私博取
关注度转变为公益性价值的传递。”

真人秀：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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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综艺节目观察：

《变形金刚 4》 公映后，连连创下国内票房
新高，在全国掀起了今年最火，也是历年最强
的观影热潮，与此同时，北美市场的口碑却相
当一般，票房也不算好。为什么 《变形金刚 4》
在中国大热，而北美相对“遇冷”呢？

国内观众热捧 《变形 4》 的原因，除去特
效，与《变形4》演员阵容和故事另起炉灶、有
新鲜感有关，更得益于主打了中国元素，拉近
了与中国观众的距离。

在好莱坞商业巨制——《泰坦尼克号》、
《阿凡达》、《变形金刚》这个层面上，一部片子
中出现这么多中国元素，《变形 4》 是第一次。

《变形 4》 长达４０分钟的高潮戏，场景选取的
是香港和重庆的武隆；跟《变形2》里的“埃及
大战”不同，后者只是借用了金字塔和沙漠奇
观，而“香港大战”的人文色彩更浓郁，切入
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李冰冰作为 《变形 4》
的女二号，也比《云图》里的周迅、《生化危机
5》 里的李冰冰、《钢铁侠 3》 里的范冰冰戏份
重，相比于前者的打酱油，李冰冰在 《变形 4》
里，已经是个不大不小的“角”了，堪称近年
来中国女演员在国际市场上的一次标志性突破。

这些中国元素成为影片的卖点，推高了票
房。但在北美，这并没有为影片加分。北美市
场和中国市场完全不同。中国市场虽然不成
熟，但开放度很高，像韩剧、美剧很容易被观
众接受，粉丝无数，成就一帮男神、女神；但
北美市场，海外元素要想进入就很难，被认可
更难；别的不说，看看成龙、周润发、李连杰
等国际巨星，重心都回到了华语市场。

海外大热，本土遇冷，《变形金刚》 四部
曲，已经两次出现这种情况了。早在 《变形金
刚 2》 里，“埃及大战”就像“香港大战”一
样，也是高潮戏，但《变形2》在北美的口碑同
样不好。

好莱坞不会特别看重这种本土口碑。作为
美国主宰的全球性的商业机器，并肩负着“文
化扩张”的使命，好莱坞这两年越来越看重海
外影响力和票房，尤其是大片，做得越来越圆
润，力争可以放之四海而不受抵制，不再棱角
鲜明地唯我独尊、一家独大。

时下，《变形金刚4》卖点和槽点齐飞，我
们在比较中美票房、口碑不同的同时，也应该
认真想一想：为什么美国有 《变形金刚》，而
我们没有？

变形金刚虽然诞生在美国，但不久就来到
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为推广变形
金刚，拿着动画拷贝来到中国，要赠与我们某
家电视台播放，这家电视台觉得动画过于暴
力，拒绝了，后来转赠给上海电视台播出，从
此变形金刚风靡了大陆。我们的观众，对变形
金刚的了解和喜爱，不亚于北美，但为什么我
们的电影至今没有一部类似 《变形金刚》 的作
品？

我们的电影创作，现实主义题材做得好，
包括海外获奖的电影，被认可的往往是现实题
材；但科幻电影，不要说好不好，而是几乎就
没有；我们的银幕上没有变形金刚，没有金刚
狼、没有哥斯拉、没有钢铁侠……

这些年，美国的科幻大片但凡进入中国，
就能赚个杯满钵满。我们也期待中国电影能走
出去，到北美市场分一杯羹。但就目前情况而
言，要立足本土、护住钱袋子，与好莱坞的这
帮“非人类”共舞，光靠“大闹天空”的孙悟
空和“视而优则影”的灰太狼、光头强，显然
远远不够，中国电影在科幻题材上亟须突破。

《变形金刚4》

刺痛中国电影
史兴庆

2014 年首期音乐孔子学院“音乐夏令营”
开营仪式近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

此次“音乐夏令营”由来自丹麦皇家音乐
学院孔子学院、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和加
州洛杉矶大学孔子学院 14名营员组成，他们都
是西方古典音乐演奏及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其
中不少人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对中国音乐文化
都情有独钟。营员中还有两名华裔的营员，对
于他们来说，此次旅行更是“寻根之旅”。

在为期12天的夏令营活动期间，营员们将学
习体验中国传统乐器，聆听“中国音乐文化”、“中
国创作音乐赏析”、“中国传统音乐欣赏”、“中国
传统艺术表演观赏”、“中国戏曲艺术讲演”讲座，
并赴孔子学院总部、天津音乐学院和北京戏曲艺
术职业学院进行访问交流，近距离地了解中国传
统与现代音乐文化，体验中国当代生活，初步了
解和掌握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技艺，并在“闭营
仪式暨联谊展示音乐会”上与中国民乐演奏家们
同台交流学习成果。 （鹿静月）

音乐孔子学院“音乐夏令营”在京开营音乐孔子学院“音乐夏令营”在京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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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需要“行车记录仪”
郑 娜

第四次参加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和宝马中国主办的文化之旅。2008
年第一次参加时，距离第一批国家级非遗
名录公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正式挂牌不过两年时间，非遗保护刚燃起
星星之火，文化之旅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
速反应，制定了一个长远的文化遗产保护
计划。

2008 年，文化之旅召集了由专家学
者、媒体、社会人士组成的近百名成员，
探访了今年刚申遗成功的京杭大运河沿线
非遗项目，包括天津杨柳青年画、徐州邳

县蓝印花布、扬州古籍刻印、苏州评弹、
无锡惠山泥人等，那时候不管是媒体，还
是普通老百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
字并不熟悉，10天的探访结束后，我们做
了 3 篇系列报道，影响颇大。其中有对运
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梳理，有与历史
的对照，还有对非遗保护模式的探讨。

当时，时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主任的王文章在我们的采访里指出，
中国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需要举全社会之力共同完成。文
化之旅“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开创了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模
式”。“这种方式能够唤起并增强公众关注
和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

过去 7 年，文化之旅先后探访了中国
20 个省市的 170 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
对其中69个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和研究课题给予了总计 700 万元的捐
助，成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典范。

而在这 7 年里，媒体、社会公众通过
文化之旅，触摸到了非遗的温度与热度，
他们为非遗的濒危而振臂高呼，为非遗保

护中的问题提出见解与建议护中的问题提出见解与建议。。他们记录了他们记录了
非遗保护进程中好的非遗保护进程中好的、、坏的坏的，，遗失的遗失的、、收收
获的获的，，遗憾的遗憾的、、满意的满意的，，所有艰难前进的所有艰难前进的
过程过程。。他们为非遗保护的每一个步伐写下他们为非遗保护的每一个步伐写下
注脚注脚。。

今天今天，，中国非遗保护的中国非遗保护的““星星之火星星之火””
已经燎原，非遗保护过程中的议题不断增
加，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多的企业、研
究人员、媒体乃至社会公众都加入到这个
行列。如果非遗保护是一辆前进的车，那
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辆车的“记录仪”，
为非遗保护每一次前进推进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