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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规则"流行#
!造星"产业岂可竭泽而渔

!创造!"!"!偶像练习生"等娱乐选拔类综艺走红网络#却引发诸多质疑$$$

日前! 娱乐偶像选拔类综艺 "创

造 !"!# 收官! !! 位票数最高的女选

手从 !"! 人中脱颖而出! 组成 $火箭

少女 !"!%! 正式宣布出道 & 截至决

赛当晚! 这档综艺节目网络总播放量

已经超过 ##$# 亿 ! 微博话题讨论高

达 %""" 多万&

'创造 !"!( 只是近期选拔类综

艺浪潮中的一例& 今年初! 一档名为

'偶像练习生 # 的节目撬动了 &" 多

亿点击量 ! 其中票数最高的选手一

人就收到 #'(# 万多票& 只是! 与当

年相比 ! $圈票 % 更为便捷 ! $组

团% 更为频繁! $圈钱% 也更迅猛的

这一轮选秀节目! 并未打破 $出道即

巅峰%! 新人的人气被迅速透支的行业

窠臼& 相反! $钱规则% 愈发凸显的

当下! 对娱乐人才的竭泽而渔成了一

大隐患&

投票% 打榜% 做数据#

选秀综艺节目成了时间 %

财力大比拼

在 '创造 !"!# 最后一期中! 被

选手们称为 $大师姐% 的李宇春登台

助阵! 仿佛开启了一场中国选秀产业

跨越时空的对话)**一边是十几年前

选秀综艺的标志性得益者! 另一边则

是当下这股潮流的冲浪者+ )""* 年!

李宇春以 &*) 万票夺得 "超级女声(

冠军! 这个在当年破天荒的成绩! 已

经无法与当下的千万票相比&

因为 "偶像练习生 ( "创造

!"!( 的巨大成功! 甚至有业内人士

称今年为娱乐界的 $偶像元年%! 当

然! 这样的判断在网络时代也引来一

番质疑& 其实早在这两档节目之前!

就已经出现 "蜂蜜少女队( "夏日甜

心( "加油, 美少女( 等一批选拔类

综艺节目! 只是影响力一般&

在业内人士看来 ! '偶像练习

生( '创造 !"!( 两档节目的成功是

对平台优势与娱乐产业近年积累的一

次大规模收割& 除了相似的赛制与流

程之外! 两档节目的发展路径也高度

重合- 分别是爱奇艺与腾讯两家互联

网巨头的拳头产品 ! 坐拥过亿元投

资. 参赛选手大多是经纪公司正在培

养的 $练习生%! 不少甚至已有出道

经验. 节目过程中! 选手背后的娱乐

经纪公司也会用自己的资源为节目与

旗下选手制造更大的动静+

互联网的交互体验与中国初具规

模的 $粉丝文化%! 让这一波造星浪

潮变得更为耗时/ 耗钱! 对观众的情

感黏性也更大& 比如! 节目中提出了

$全民制作人% 概念! 所有选手的去

留晋级全部由观众的网络投票决定&

此外! 选手的采访片段与生活点滴被

剪辑成一个系列短视频进行推送& 选

手们比拼的舞台更早已拓展到了荧屏

之外 & 如在节目的播出平台中 ! 每

一位参赛选手都有自己的社交页面!

俗称 $圈子%! 在这里! 选手偶尔上

线与自己的粉丝进行语音互动 & 粉

丝则通过每天在页面中完成点赞/ 评

论/ 签到等各类任务为选手增加人气

值! 这被称为 $打榜%& 随着打榜次

数的增加! 粉丝自己的等级也会不断

上涨&

$过往做选秀综艺! 是以导演的视

角完成一档节目! 今天我们在做的是一

款促进艺人与粉丝相互理解/ 交流的服

务型产品&% 一位选秀综艺导演说! 当

下的选拔类节目已经变为娱乐 $偶像产

品% 生产线中的一环! 主打的是粉丝与

偶像的成长互动& 只是节目背后凸显的

$钱规则 %! 逐渐让这层互动体验变了

味& 粉丝为了力挺自己心仪的选手没日

没夜的 $肝% 票! 一些选秀节目粉丝集

资动辄千万元! 某节目总决赛的门票甚

至被炒到了近两万元& 针对青少年群体

的偶像培养类节目本该是励志的范本!

却逐渐演变为一场从 $刷票 % 到 $刷

卡%/ $投票% 变$投钱% ***粉丝们金

钱与时间的大比拼&

出道后急于人气变现 #

没有 &休渔期 ' 的养成模式
近乎 &竭泽而渔'

从娱乐偶像行业角度看! 蜂拥而至

的节目看似拉动了方兴未艾的产业! 却

也埋下了过度透支的隐患&

$造星% 综艺并非一锤子买卖! 选

拔出来的成员将与指定经纪公司签约!

以组合的形式出道一到两年& 这在产业

相对发达的韩国很常见***让原属于不

同团队的成员在指定时间内结成临时新

组合! 出新作/ 接代言! 这在韩国被称

为 $限定% 组合&

虽然节目选拔组团的概念来自韩

国! 但选出后就签约指定公司! 展开一

系列商业活动的操作! 与当年 '超级女

声( 并无二致& 从目前的情况看! 本该

为娱乐圈输送新鲜血液! 为新人打开发

展通道的此类选秀节目! 并未完全跳出

为迅速变现而透支选手人气的窠臼! 这

也成为节目的争议焦点&

拿某通过综艺出道的团体为例& 团

队出道后! 仅在美国进行了十几天的集

训 ! 便以每周两场的速度开启全国巡

演& 团员的其余时间则被各类品牌代言

瓜分& 团队出道后的两个月中! 就已经

接下了包括游戏 / 快餐 / 汽车 / 化妆

品/ 饮料/ 洗衣液在内的近十个代言&

在代言过程中 ! 也许是受到网络

$打榜% 的启发! 某品牌为了抬高销量!

为每个成员开通购买 $链接%! 并且排

出一张销量排名榜单& 这一挑动粉丝为

偶像买单! 相互 $攀比% 的行为将目标

受众们彻底激怒! 最终以该品牌公开道

歉撤榜收场& 即便如此! 热闹的流量变

现活动挤占了团员训练甚至是休息的时

间! 而粉丝们心心念念的新单曲/ 新作

品却迟迟不见踪影&

据不完全统计! 随着两档综艺节目

的火爆! 国内目前有不下 !)" 家经纪公

司开始了练习生的招募! 这背后的驱动

力并非娱乐产业的成熟! 而是资本市场

的偏好& 各大经纪公司如同 $捕鱼

达人%! 每天围绕优质人才的争抢

都在上演! 只是留给 $鱼儿% 成长

的 $休渔期% 却并不在资本的考量

范畴之内&

$现在满娱乐圈都在 0抓壮

丁1& 练习生最终出道当艺人! 需

要高度的职业素养! 训练三四年和

三个月出来有本质区别&% 乐华娱

乐公司的 +,- 杜华如是说 & 她曾

深度参与过 '偶像练习生 # '创

造 !"!# 的制作! 在她看来! 一夜

成名背后是多年的积累! 绝非速成

可得&

从日本/ 韩国的艺人培养模式

看 ! 发现优秀的 $苗子 % 只是开

始& 为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打造合适

的培养程序! 循序渐进! 并通过高

品质的内容输出! 维系粉丝与艺人

之间的成长互动! 才是更为关键的

环节! 也是一批海外团得以维持生

命力的原因&

业内人士指出! 反观当下国内

的相关综艺 ! 一味 $圈人 % 加炒

作 ! 再利用选手人气急吼吼迅速

变现 & 孰不知 ! 没有优秀的作品

与完整的娱乐产品链条支撑 ! 这

场 $青春盛宴 % 无关梦想 ! 甚至

无关才华! 最终可能留下的只有一

地狼藉&

以浮夸文风炮制焦虑!

"!"万##组合拳打晕了谁
黄启哲

眼下! 自媒体创业俨然成了互联网

最赚钱的领域之一" 据媒体报道!!"#$年

新媒体运营行业人数已超过 %&&万人!自

媒体创业者获得的各种投资已经超过 '&

亿元" 为了商业利润的最大化! 追求##&

万($成为某些自媒体的唯一目标%

总结下来!某些缺乏信息量!文风浮

夸!价值观扭曲的&#& 万($最常见的不

外乎三大招数%

第一招!炮制焦虑%

辛弃疾感慨少不更事 &为赋新词强

说愁$! 如今有的自媒体人则是为冲&#&

万($在生活里拿着放大镜找焦虑%

在一篇名为'某某套现 #' 亿(你的

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中!作者绘声绘色地

描述(#某某月薪从四位数到五位数用了

十年!却用一年把公司从 & 做到 #& 亿美

元最终套现超过 #'亿元%$巨额财富对比

之下!外企中层白领!三四线城市的普通

人!都成了作者的反面教材!痛心提醒读

者(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用金钱丈量

成功! 把别人成功故事强行浓缩成一夜

暴富的神话"对照来看!普通人平淡踏实

的生活!一瞬间角角落落遍布危机陷阱"

炮制财富焦虑还算慢性精神毒品!

一些公众号从公共恶性事件中嗅到商

机"他们笃信!公众的痛点就是流量的保

障!为此罔顾道德法律!编造谣言制造公

众恐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第二招 !为 &物质至上 $吹起粉红

泡泡 "

&好看的女孩都自带烧钱属性* $某

自媒体抛出了&新时代女性宣言$(&你不

舍得给自己花钱! 别人更不舍得给你花

钱!你不好好爱自己!又怎么会有人好好

爱你+ $一连串质问深谙&偷换概念$之

道!把美丽建立在物质消费之上!又把

物质消费等同于好好爱自己" 购物追

求性价比!被讽刺为&无论你做什么都

嫌贵!就你自己最便宜$!进而鼓动用

户为品牌溢价买单" &隐形贫困人口$

相应诞生,,,青年人不加节制消费与

自身经济能力不相匹配的东西! 衣着

光鲜亮丽!最终入不敷出"而一些缺乏

辨别力的青少年! 甚至借网贷购买数

码产品和奢侈品!酿成悲剧"

眼看着用户&焦虑$缠身!物质消

费欲壑难填! 对金钱成功的渴望越发

迫切 ! 某些自媒体适时亮出最后一

招,,,兜售成功学"

长期盘踞书店销量榜上的成功学

畅销书!借着&知识分享$大潮又一次

回到公众视野('如何在三个月里赚到

#&& 万)标价百余元在网络兜售" 某位

外语辅导教师! 摇身一变成了成功学

导师!大谈&通往财富自由之路$!告诫

年轻人&如果成功太慢!那么幸福必然

减半$" 没过多久!一段内部分享录音

曝光! 这位导师为各种不靠谱的项目

站台&空手套白狼$!还把大众当做忽

悠戏弄的对象&收割智商税$种种行径

曝光!光鲜形象被揭个底朝天"

炮制焦虑- 物质至上和所谓成功

学俨然构成了一套自媒体组合拳% 被

打中的用户晕头转向! 来不及分辨其

逻辑漏洞-价值观如何扭曲!已然自掏

腰包为其埋单% 某些人掌握其中套路

后!用起来越加肆意疯狂%

可越是疯狂越是加速公众信任的

透支! 缺乏向善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

引领的三招组合拳不过是 #三板斧$!

终将倒在追逐##& 万($的路上%

! !造星"类综艺节目十年后再次成为荧屏和互联网热门#然而$原先相对单纯的!粉
丝投票"模式$已升级演变为赤裸裸的!粉丝付费"模式

! 粉丝为了力挺自己心仪的选手没日没夜的 !肝" 票$ 一些选秀节目粉丝
集资动辄千万元$ 节目总决赛的门票甚至被炒到了近两万元# 针对青少年群体的
偶像选拔节目本该是励志的范本$ 却逐渐演变为一场 !钱规则" 为上的注意力经济
!恶战"

! 各大经纪公司如同 !捕鱼达人" 争抢着人才# 号称偶像和粉丝共同成长$ 但
!鱼儿" 成长的 !休渔期" 却几乎不在资本的考量之内$ 快速变现的商业手法无视
青少年人才成长规律$ 近乎 !竭泽而渔"

娱乐偶像选拔类综艺 '创造 #&#) 总决赛日前于杭州举行& 图(视觉中国

原来交响乐在中国历史如此悠久

欧盟青年交响乐团乐手上海&打卡'#一路惊叹$$$

来自欧盟青年交响乐团的 !& 位弦乐

乐手! 日前在乐团校友/ 艺术指导莎拉2

修的带领下抵达上海+ 他们和上海乐队学

院学生携手亮相 )"!. 上海夏季音乐节 !

于昨今两晚分别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

和上交音乐厅带来联合音乐会+ 几天前!

主办方安排了一场特别的 $打卡 % 之

行***在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助理/ 亚美尼

亚女孩星星的导览下! 双方乐手共同参观

位于宝庆路的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

$之前我也曾多次担任讲解员 ! 向

0老外1 介绍中国文化+ 其实! 很多国外

年轻人都知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但往往

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 对于细节可能缺乏

了解+% 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星星对记者

说! $而当他们参观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

以后! 都非常惊讶***原来交响乐在中国

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 上交能拥有今天的

成就是多么来之不易+%

在星星的带领下! 青年乐手们细细观

看了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 &"" 余件展品-

中国第一架演奏用的斯坦威钢琴/ 国内现

存最早的交响音乐演出节目单/ 萧友梅和

黄自的作品手稿/ 黄贻钧指挥柏林爱乐乐

团使用的指挥棒/ 陪伴朱践耳 (" 年创作

生涯的钢琴33乐手们边听讲解! 边在感

兴趣的展柜前驻足+

通过影音装置 ! 上海乐队学院 )"!'

级大提琴学生刘于婧/ 王芷娴聆听了俞丽

拿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并且对

黄自笔触秀气 / 字迹清晰的手稿印象深

刻+ 而上海乐队学院 )"!' 级打击乐学

生王纲已是第二次来博物馆 $打卡 %+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三位乐队学院的学

生都来自宝岛台湾+

$博物馆展示了上交如何在 !#" 年

的时间长河里! 保持自己的个性! 也彰

显了一代代中国作曲家的坚守与力量 !

他们是如此努力地向上海乃至全中国

的观众普及音乐 + % 莎拉2修告诉记

者 ! 来自欧洲的青年乐手不仅对博物

馆充满兴趣 ! 当他们看到上交音乐厅

内新潮的 $夏音 //% 艺术装置 ! 并穿

越过厅外发出风声/ 雷雨声/ 蛙鸣等夏

天声音的紫藤长廊时! 更是忍不住纷纷

拍照留念+

欧盟青年交响乐团是欧盟地区专为

培养年轻一代乐手而设的乐团+ 来自欧

盟 )' 国的 !#" 位乐手年龄相仿! 却拥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上海乐队学院和欧

盟青年交响乐团背负的使命相同***为

交响乐的未来孕育人才 + 去年 !" 月 !

双方乐手开展首次文化交流活动+ 今年

在夏季音乐节期间的联合排演! 双方则

延续了 $多元融合% 的主题! 并将其扩

张***亨德尔/ 维瓦尔第/ 巴托克/ 周

龙/ 帕特等人的中国传统音乐/ 欧洲民

谣等作品将亮相舞台+

据悉! 今年 ' 月至 . 月! 上海乐队

学院小提琴专业学生陈静雅和低音提琴

专业学生张凯旋! 在经过选拔后将加入

欧盟青年交响乐团! 随乐团前往欧洲各

地进行巡演! 成为世界舞台上的 $中国

面孔%+

水准滑坡!欧美"爆款$剧翻拍多%翻车$
今年多部英美热剧的韩国版本遭遇水土不服

)"!. 年已经过去了一半 ! 对于很

多喜欢韩剧的观众来说! 今年可能是令

人失望的一年***因为韩剧不好看了,

就连韩国$老牌女神%孙艺珍也没能挽救

韩剧日益滑坡的吸引力+'经常请吃饭的

漂亮姐姐(以及近期接档的'金秘书为什

么那样( 纵然话题度不减! 但影响力有

限+ 至少目前看来! 韩剧今年还未出现

'请回答!!%..( '来自星星的你( '太

阳的后裔( 等现象级作品+

近年来! 韩剧购买海外版权改编翻

拍剧大幅增加! 并不限于之前亚洲为主

引进范围+ 自 )"!( 年韩国打造了本土

的 '傲骨贤妻( 开始! 这些年购买英美

两国 $爆款剧% 明显增速+ 仅在今年短

短半年间! 美剧 '金装律师( '情妇(/

英剧 '火星生活( 的翻拍剧扎堆荧屏+

不过! '金装律师( 高开低走! 最终收

视率未能突破两位数! '情妇( 则反响

平平! 唯有 '火星生活( 收视和口碑均

保持在良好水平+ 由此可见! 拥有 $前

作优势% 的翻拍剧! 在很大程度上更难

实现超越+ 在本土化的过程中! 难以消

化部分题材! 难以转换文化特性! 暴露

了不少翻拍作品共同的问题+

接地气的韩剧 # 曾有着
独树一帜的文化风格

'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我叫金

三顺('大长今('松药店的儿子们('请回

答!!%..(33这些韩剧史上的经典! 都

有一个名叫 $原创% 的标签+

事实上 ! 早期韩剧对日剧不乏借

鉴! 通过不断试错/ 摸索! 逐渐发展成

了自己的独特审美定位+ 例如 '罗曼史(

翻拍自松岛菜菜子/ 泷泽秀明主演的日

剧 '魔女的条件(+ 不过韩剧在转换情境

的过程中! 更多考虑到了本土特色! 不

乏一些 $模式化% 的改动+ 如将励志/

热血的日剧风格引向浪漫轻松的言情风

格. 将日剧中的 $漫画感% 变成精致唯

美的脸蛋/ 道具和场景等+ 由于东亚社

会具有亲缘性! 儒家文化圈也有相通之

处!在改编上具有天然的亲近性!并没有

因为文化差异而带来强烈的不适感+

$韩风%曾一度风靡全球!还是要归

功于一系列经典的原创作品+它们生动/

富有表现力地展现了韩国社会生态/风

俗人情/文化情趣与审美风格!今天能够

被人们$记住%/席卷不同时代观众群的

依旧是这些文化标识清晰/ 接地气的作

品 + 李有贞编剧的 '请回答 !!%..(以

!%.. 年汉城4今首尔 5奥运会为故事的

开始!讲述了在$时代大事件%背景下并

不宏大的/渺小的人生+ 而"浪漫满屋(

"蓝色生死恋(代表的又是另一种韩式审

美+题材虽重复!但通过婚姻恋爱反映所

的家庭伦理/ 社会思潮却始终具有变化

差异! 为韩式爱情剧树立起独树一帜的

鲜明风格+

翻拍多&翻车'#暴露出原
创的短板

)"!( 年 ' 月!韩版"傲骨贤妻(在韩

国 012 电视台开播! 这是韩国历史上首

次翻拍美剧+ 作为近几年来最成功的美

剧之一!"傲骨贤妻(以律政行业为背景!

讲述了女性意识的崛起和$绝望主妇%逆

袭的精彩故事+ 但由于东亚与欧美文化

跨度较大!在韩国本土化的过程中!这些

题材得不到很好的消化! 文化属性也不

能完美对接! 造成原作中的精粹在翻拍

中弱化!翻拍中二度创作的所谓$重点%

却又未能出彩的尴尬情况+

"情妇(虽是英国 33+ 首创首播!但

形成影响力却是在美国版的翻拍中+ 美

版剧情尺度很大!家庭问题/男女关系刻

画得也很尖锐! 韩国在翻拍的过程中对

其进行了不小的改动+英美版中!活色生

香的情感生活是主线!悬疑是副线!韩版

完全把这两种元素对调+ 四位女主角的

职业身份也分别从家居店店长/ 律所合

伙人/公关和心理医生!变成了咖啡店老

板/老师/律所事务员!唯一没有变动的

是心理医生+ 但韩国是心理问题就诊率

倒数的国家!这个角色显得不接地气+

尤其当碰到专业度极高的行业剧!

改编创作中的$语焉不详%就显得更加明

显+ 例如由张东健/朴炯植主演的 435

月火剧"金装律师(+ 显然!改编者也知

道! 司法案例在不同国家社会背景下简

单移植是行不通的!但已然骑虎难下!只

能避重就轻地来做! 造成了原作中很多

精彩的博弈点/高潮点乃至笑点的丢失+

不只是欧美作品! 近几年韩国翻拍

日本和中国的电视作品也多不尽如人

意+如翻拍自日本超人气动漫"交响情人

梦(的"明日如歌(!翻拍自中国爆款电视

剧"步步惊心(的同名作品等!在收视率

和口碑上都颇为冷淡+

翻拍的短板! 其实暴露出的是原创

的短板+ 题材类型的重复和审美能力的

局限!在"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金秘

书为什么那样( 等近期原创剧集中暴露

出来+然而!眼界需要提升的又何止是韩

剧!近年来!韩国翻拍英美!日本翻拍韩

剧!而好莱坞电影续集续不停!原创力匮

乏俨然成为当下的$通病%+

" '傲骨贤妻) 被视为韩剧大批

翻拍英美剧的起点% 图片均为电视剧

海报%

#韩版 '金装律师) 延续了张

东健擅长的戏剧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