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期收视走低“ 最强音”成“ 最呛音”
综艺节目“ 神话”无法轻易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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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获法国最高荣誉勋章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驻香港法国大

使馆日前为导演王家卫颁发了最高级别
“ 法国文化艺术勋章”，以表彰他在电影

艺术上取得的卓越成就，梁朝伟、张震到
场祝贺。而王家卫最新出品电影、曾代表
台湾地区角逐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
外语片的《 逆光飞翔》也公布了档期：6月
8日内地公映。

王家卫表示：“ 6月8日是高考结束，
刚好是年轻人要结束一个阶段、开始另一
个阶段，和电影里一样，所以我希望，这部
电影能让他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梦
想。”据悉，该片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
地公映期间，口碑与票房俱佳，创下“ 零

负评” 奇迹；一路斩获包括韩国釜山影
展、台湾金马奖、台北电影节、美国华盛顿
电影节、意大利乌汀内远东影展等在内的
十二个电影奖项，成为当之无愧年度电影

“ 获奖王”。
当王家卫被问及出品的新片《 逆光飞

翔》时他说：“ 张荣吉作为一个新导演，他
内心有一团火，他也具备一个优秀导演的
素质。在目前非常商业的环境里，这部电
影没有明星，张荣吉的梦想是把它变成
长片，在这个环境下是非常困难的。我觉
得这会是一部好电影，必须要让这部电影
拍出来。所以我尽我所能地去把他的梦想
实现。”

周杰伦“ 魔天伦”巡演沪上启航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华语乐坛天王周

杰伦今年启动的“ 魔天伦”世界巡回演唱
会将破天荒从上海正式启航，亮相5月17
日、18日、19日的奔驰文化中心。而总成本
一亿元新台币（ 约合2000万人民币左右）
的制作，让周董笑称，届时观众“ 每眨一次
眼都会损失惨重”。

在演唱会中，杰伦将首度以歌舞剧
形式来演绎自己的作品，展现歌迷没见
过的表演方面的才华。另外，这次即使是
首次在内地进驻室内场馆演出，但制作

成本仍大大超越了周董以往在户外举办
演唱会的制作规模———演唱会将呈现屏
幕3D的魔幻空间，并创造4D的舞台视觉
效果。

提到本次“ 魔天伦”的舞台创意，周
杰伦非常自信，“ 舞美效果一定是颠覆性
的，我就是要做到让台下观众觉得每眨一
下眼睛都是一种损失。” 确实，不仅仅是

“ 正剧”的制作成本高，光是演唱会开场
的1分20秒影片，就耗资了800万元新台币

（ 167万人民币左右）！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高达16.5米的
“ 大黄鸭”首次游到维多利亚港。人人为鸭

疯狂，上山下海务求一睹其风采，明星们也
是争先恐后秀鸭照。彭浩翔连同新片《 飞
虎出征》演员余文乐、杜汶泽等以飞虎战
衣上阵拍摄，为即将上映的该片宣传。

现场，热得汗流浃背的余文乐摆造型
的时候说：“ 为了这只橡皮鸭，我们多么的
重视。” 之后几个大男人还童心未泯拿着

“ 佩枪”玩水战，足见“ 大黄鸭”魅力。
除了他们之外，刘德华也为了加入观

鸭潮特别改动自己的工作档期，亲自前往
青衣船坞去朝拜这只充满童年回忆的巨型
冲凉鸭，并称“ 心情马上变轻松”；万绮雯
也拉着“ 大黄鸭”合影圆童年梦想；嫩模曾
宝玲则因围着浴巾在鸭子面前大摆性感
pose而遭网民抨击，向来快人快语的黄秋生
还直言：“ 是否宣传鸡鸭鹅下一期封面？”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实习生 韩琳
琳 近日，蔡少芬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 甄
嬛传》中皇后娘娘的“ 丑照”，并且大呼

“ 臣妾做不到”，用“ 做不到体”+“ 咆哮
体”为《 金枝欲孽2》宣传造势。这张照片
此前在微博上已经流传甚广，这次蔡少芬
拿出“ 丑照”自黑颇具娱乐精神。此外，还
有陈坤、王菲、谢娜等许多明星越来越“ 宰
相肚里能撑船”，用自嘲的方式轻松面对
批评和争议。

蔡少芬自晒“ 皇后丑照”
自娱精神网友按“ 赞”

《 甄嬛传》 火遍大江南北之后余热未
消，前不久剧中皇后娘娘的一个颇为“ 狰狞”
的表情被网友截图，并配上“ 臣妾做不到
啊！”这句台词，被许多网友纷纷转发进行恶
搞。诸如“ 别再长胖了。臣妾做不到啊！”

让人没想到的是，被“ 丑化”而且当
做调侃对象的蔡少芬并没有感觉不妥，还
趁着《 金枝欲孽2》开播的时机，“ 自我炒
作”了一把。她配上自己的“ 丑照”说：

“ 叫本宮不看金枝2，臣妾做不到啊！叫本
宮不爱嬷嬷湘凌，臣妾做不到啊！叫本宮
不提这部好剧，臣妾做不到啊！不爱蔡少

芬⋯⋯臣妾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啊！臣
妾做不到啊！” 这条微博两天内已有四万
多人转发，一万多人按“ 赞”，许多网友被

“ 皇后娘娘” 自娱自黑的精神所打动，大
赞其“ 好可爱！”

陈坤王菲搞怪“ 自黑”
明星走下“ 神坛”更可爱

陈坤的微 博 一 直 以 来 都 传 递 正 能
量，用“ 行走的力量”打动一批网民。不
过近来也有一些人似乎对其展开谩骂，
称他为“ 装心灵导师”。对此，陈坤在5日
发了一则微博，表示希望这些人不要生
气，还不忘自我吐槽自己就是“ 傻”，“ 这
都被你们看出来了，真讨厌哈。”还配上
了一张鬼脸搞怪图，用搞笑的方式化解这
次争议。

而一向在镜头前和微博中反差极大
的天后王菲也曾发布了一张PS照，把自己
的头P成了外星人，还调皮地说：“ 地球的
朋友你们好吗？”大走亲民搞笑风；“ 不老
神话”林志颖也拿自己开起玩笑，化上女
妆，带上假发，还自称“ 宅男女神”，让人
忍俊不禁；影帝刘烨也在微博上创立了

“ 火华社”，以带领网友抢沙发为乐⋯⋯

》星闻联播

港星总动员：我为鸭狂

不让自嘲？臣妾做不到啊
蔡少芬晒“ 丑照” 明星不装高贵爱“ 自黑”

《 飞虎出征》剧组童心未泯与鸭媲美。

》人人爱“ 嘎嘎”

蔡少芬、陈坤纷纷搞怪“ 自黑”。

“ 烂片营销”不奏效 收视率不如“ 好声音”
《 中国最强音》在前期宣传上并非没

有下苦功，它的首期节目冲上了全国双
网收视率的第一名，达到了1.63的成绩。
但是，首期节目剪辑混乱，选手水平低
下，导师配合不默契等问题让所有满怀
期待的观众大失所望，纷纷对节目展开
吐槽和批评，可谓“ 呛”声四起。

而也有一部分人“ 心存侥幸”，分析
认为，这也许是节目组刻意炒作。通过“ 烂
片营销”的方式，将第一期的节目故意做

差，引起舆论强烈反响，从而引发对接下
去节目发展的关注，而之后的节目则努力
做好，达到“ 惊艳”的效果。

这样的分析却站不住脚。事实上，首期
节目的糟糕表现还是吓退了一批观众。去
年《 中国好声音》，虽然首期只有1.477的
表现，但是从第二期开始就持续走高，到第
六期开始就始终保持在4以上的收视率。而
作为周五黄金档的节目，《 中国最强音》这
样的表现不得不说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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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强音》上周五第二期收视率最新出炉，1.079的收视率比首期节目下滑近
0.6个百分点，排名也从第一落到第三。虽然在剪辑等方面恢复了“ 正常水平”，但收视
率却不甚理想，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 中国最强音》想要缔造收视神话已经不太可能，
欲再掀音乐真人秀狂潮也似乎力不从心。 本报记者 林艳雯 实习生 韩琳琳

节目模式有些“ out” 宣传和主旨有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最强音》 的节

目模式或许已经有些过时，《 X Factor》从
2004年就开始播出，许多人甚至已经是原
版节目多年的忠实观众。另外，《 中国最强
音》分成多个阶段，目前的大众演唱会部
分和“ 好声音”十分相近，但却没有后者
具有话题性和可看性，这种慢热的节奏对
于国内观众可能有些“ 水土不服”。

除了这个客观原因之外，节目组定
位的偏差也可能是收视低迷的一大原
因。《 中国好声音》 宣传总监陆伟表示，

其实原版节目并非专业类音乐节目，而
是偏达人秀型的节目。他认为，原版节目
最大的看点就在于“ 不可捉摸”，无法揣
测谁能笑到最后。但是《 中国最强音》节
目组在前期宣传时，更突出了“ 音”这个
元素，让观众误解为这个节目是走专业
音乐类路线，所以看到一些或许唱得不
好的人却能晋级就会感到奇怪。

陆伟认为节目组的宣传和节目主旨
有偏差，导致了观众期待的落空，因而导
致了收视不佳。

导师不是万能的 大牌难救收视率
“ 好声音”的又一大“ 贡献”就是让现

在大部分的选秀节目都开始追求“ 大牌导
师”。《 中国最强音》同样也不甘示弱，陈奕
迅、章子怡、罗大佑、郑钧的组合让所有人都
张大了嘴巴，可以说是老少通吃，男女皆宜。

导师大不大牌真的那么重要吗？陆伟
表示，任何一档节目的导师，都不取决于
是否巨星云集，更在于导师之间的“ 合
作”以及导师是否符合这个节目的模式需

要。他认为，《 中国最强音》需要的导师类
型应该是“ 杂家”。“ 需要有音乐知识，也
要能对其他方面点评，还需要一定的表达
能力。” 陆伟认为目前节目的四位导师

“ 已经尽力了”。他表示如果说这是一档
专业性很强的节目，这四位一定能表现出
色，但是“ 如果要陈奕迅、罗大佑、郑钧对
除了音乐以外的东西进行点评，也许对他
们来说就会很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