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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速递

新妈妈的烦恼天下皆同
晚上十点多，记者和小荷姐姐通

电话时，她才刚刚结束了录像和会议，

还没回家。女儿刚刚过两周岁的生日，

亲和力十足的她，已变身工作狂？“ 工

作确实挺忙的，她一岁不到，我就已经

投入了工作状态，”她说，“ 但是，我陪

伴她还是挺多的，每周带她去亲子班，

都是我自己带，我非常享受陪伴她的

过程，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不看

手机的，全身心投入。”

小南瓜个性洒脱，不粘人，小荷

去上班，她很潇洒地挥手说“ 拜拜”，

倒是当了妈的小荷有点粘女儿，在节

目里嘉宾提到个什么话题，她就会忍

不住接一句“ 啊呀，我们家南瓜也这

样”，她戏称这是自己“ 高龄产妇特

有的”。她会开心地告诉记者，南瓜

“ 好像特别爱跳舞，很有节奏感”，去

参加陈辰的节目时，“ 本来大家聚一

起在说话，音乐一响，她就动起来了，

音乐一停她就愣在那儿，特别好玩，

最后大家都不说话了，就围着她看。”

带女儿出去，有时候会碰到家长

来讨教经验，或者聊教育理论，小荷

就笑：“ 误会误会，这么多年，之前的

欢乐蹦蹦跳其实跟育儿也没什么关

系。我是比较有孩子缘，但说到教育，

还真的是做《 小荷下午茶》后，在慢

慢地琢磨、在学，之前所谓的经验，跟

真有了孩子，完全不一样。即使是现

在，专家跟我说的东西，要落实到她

身上还是挺难的。”

小南瓜脾气犟，曾有一段时间睡

觉很晚，兴奋起来能到一两点，要关

灯她不肯，接着就要脱鞋要喝奶，折

腾大人，最后大人火气也被弄上来

了，这样反而越来越晚。“ 我肯定做不

到严母，比较心慈手软，最后想想，还

是贯彻西尔斯亲密育儿法吧———这

个理论是说，一定要给孩子抱抱，有

亲密互动。”终于，相比普通父母，小

荷还是体现出了“ 理论上的优势”，

说出了“ 西尔斯育儿法”。

说教节目未来没收视空间
小荷的新节目，是哈哈少儿频道

打造“ 陪伴收视”的重磅武器，希望

收视人群是家长，尽管它被安排在了

厮杀激烈的周六，还是在晚上1 0点首

播，被小荷戏称“ 下午茶变成了夜排

档”，但让她自豪的是，收视率在全频

道经常是排在了第一，比很多卡通

片、动画片的收视率都要高。“ 这说

明，这种亲子类节目，其实需求量很

大。”她说。

如今，亲子类节目很受欢迎，《 爸

爸去哪儿》就成了现象级节目，虽然

有人说，这种节目并不是儿童节目，有

点成人化，但是小荷并不这么认为，她

说：“ 好节目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

只要它内容健康，也能兼顾到孩子，它

就是好的。我们以前的《 欢乐蹦蹦

跳》，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儿童节目，

是给大人看的———我们曾经调查过，

当时最爱看的是老人和大学生。老人

是老小孩，身上有童真，是过来人，觉

得好玩，有一次我碰到周小燕，她跟我

说，她别的什么节目都不看，就看欢乐

蹦蹦跳！当时成功还因为有大学生和

白领爱看，就跟前一段时间白领爱看

喜羊羊是一样的道理，小孩看卡通，大

人看办公室规则什么的。”

时代在发展，小荷也希望自己的

节目，能真正给家长带来点东西。“ 现

在的父母信息广泛、并不闭塞，但有

些节目太过说教了，就没人要看，未

来将越来越没有收视空间，” 她说，

“ 家长其实是想有交流的，像我们的

主持人朋友，李强啊、贝贝啊，都是刚

有孩子的，在别的场合可能还有点距

离感，但一帮子爸爸妈妈坐一起，就

全变成话痨了。为了不给人说教的感

觉，除了让主持人嘉宾来，还在节目

中弄了美食的线，边吃边聊，还给家

长推荐一款好吃的点心，这些辅助手

段，都能让节目活跃起来。”

纪录片10月抢银幕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当国庆档将

再度掀起电影票房大战时，上海电影

界却没忘了责任，被称为“ 银幕教

授”的科教纪录片，将在1 0月再度登

陆沪上1 0家影院，其中包括了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点推荐电影、讲述

“ 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故

事的《 报国之路》。

随着中国电影在80年代末至90

年代逐渐步入低谷，电视媒体大发

展，娱乐多样化，科教纪录片创作也

进入低谷。从计划经济国家买单，到

市场经济的自筹资金，影院让座给进

口大片，科教片被打入冷宫。而在国

外 ， 把 科 教 片 和 纪 录 片 归 类 于

“ Document ary”,即科教纪录片，却发

展迅速，如国家地理杂志、探索、传奇

等等，几乎覆盖到全球电视台，这些

进口科教纪录片大都是国外传媒公

司通过辛迪加方式向全球倾销的二

手内容产品。

如今，国家空前重视科教纪录

片，但在影视泛娱乐化环境下，科教

纪录片创作没有配套政策，导致国产

科教纪录片奇缺，电视台播出的科普

类节目不到5%，而发达国家这个数据

达到25%！

上海在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上海

市科委和上影集团联合举办了庆祝新

中国成立65周年《 上海优秀·经典科

教纪录片展映周》，将于1 0月8日至1 0

月23日期间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

影城、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影院等沪上

1 0家影院放映，展映周汇集了1 0部有

代表性的优秀科教纪录片，其中的胶

片拷贝都已转为数字高清影片。

除了放映，上海也在继续创作新

的科教纪录片。昨天举行首映式的

《 报国之路》，创作团队陪着吴孟超，

重走年轻时的归国报效路，从特别的

角度，原汁原味地真实还原一位90岁

老人七十多年前的经历与心境。

爱乐广播全新改版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由上海广播

电视台制作的“ 爱乐有线数字广播”

节目将从1 0月5日起全新改版。上海

的听众朋友除了可以通过东方有线

网络收听外，还可以通过FM98.1 听到

这套以介绍国内外最新音乐作品为

主的广播节目。全新改版后的“ 爱乐

数字音乐广播———KFM981 ” 的出现

将使用国际类型化电台理念编排制

作，全天24小时播出。

125场演出庆国庆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国庆长假期

间，文广演艺集团所属院团将奉献29

台剧目、1 25场演出。今年恰逢共和国

建国65周年，演艺集团将推出4台歌

颂祖国，弘扬民族文化的音乐会。包

括1 0月6日上演于文化广场的大型诗

歌交响音乐会"又一个春天"、9月30日

上演于上海音乐厅的“ 气冲霄汉———

左翼伟管乐独奏音乐会”、1 0月4日

在东艺上演的“ 共和国之恋———中外

经典歌曲交响音乐会”，以及1 0月7

日在人民大舞台演出的“ 陈爱琳经典

名曲多媒体演唱会”。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近日，刚刚陪同柯震东

处理完吸毒案的台湾著名经纪人柴

智屏，被传遭限制出境，理由是涉嫌

刑事贿赂案。昨晚，她及时发表声明，

称自己正身在“ 海外（ 新加坡马来西

亚一带）旅行”，“ 我相信并不是我犯

了什么法”，而只是可能需要以证人

身份配合调查，此外她也否认跟柯震

东吸毒案有关。

柴智屏说，网络上说她“ 涉嫌刑

事贿赂” 被大陆检察机构限制出境，

她觉得需要出面做澄清。“ 昨天有记

者问：是否柯震东事件我贿赂了谁？

当初该事件从头到尾人在北京，尽管

心中再怎么不安，都是以守法去面对

治安单位的行政程序，从来没有去请

托任何一个大陆相关单位或个人。”

她说。

此外，有消息称，她其实是因为

卷入了央视反腐案，她表示：“ 根据我

的了解是我可能需要以证人的身份

配合调查。如同大家所知道的，由于

大陆现正积极扫贪，我相信并不是我

犯了什么法，而可能只是牵涉到我制

作的电视剧的买卖及授权，需要我配

合调查。”但她也强调，“ 本人大学毕

业至今，不管是制作综艺节目、戏剧，

还是电影，我从来没有送给任何一个

电视台或是相关人员一分钱！因为，

不需要！一向都是凭着努力及实力去

获得自己应有的一切！”“ 多年来所

有我们公司拍的电视剧，都是卖给在

大陆经营多年的中间商们，我及我的

公司从未和任何大陆的电视台人员

有任何金钱往来或贿赂行为！因此，

我问心无愧，并不担心！”

不过，她也表达了对限制出境

的担忧，她说，如果因为配合调查

到大陆三个月却不能离开，“ 我如

何管理台湾公司诸多事宜？因此，

身为公司负责人，我应当先去努力

厘清事情的真相，并且让公司众多

员工安心。”

生女复出后首次操办活动

小荷姐姐：边做节目边学做妈妈

被传涉嫌刑事贿赂被限制出境

柴智屏回应：和柯震东案无关

“ 之前接触了有十万个小孩了，但真
的自己有了小孩，才发现教育的理论在实
践中还是很难贯彻啊，我女儿还是不可避
免地吃饭到处乱跑。”近日，小荷姐姐，将
在中华艺术宫举办《 小荷的艺术下午茶》
亲子活动，这是她产下女儿小南瓜复出后，
首次操办大型活动，并于昨日接受青年报
记者专访。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小荷姐姐成了小荷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