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中韩民间交流日益深入，韩

国综艺中的中国元素出现得越来越频

繁。无论是邀请中国嘉宾参与节目，还

是亲自到中国各地拍摄美食美景，展

现中韩文化的差异和交流都成了韩国

综艺中极具吸引力的主题。

许多韩国真人秀节目来到中国取

景拍摄， 主题渗入到美食美景等大众

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如何客观地展

现中国当代的风情， 也成为两国观众

的期待。

在吃播文化盛行的韩国，tvN电视

台在2018年推出了一档名叫 《街头美

食斗士》 的真人秀节目， 其形式可谓

“行走的吃播”。

“播主”白钟元这位憨态可掬的韩

国中年大叔， 是靠吃混迹于娱乐圈的

餐饮大亨。 祖籍山东的白钟元在节目

中骄傲地说， 自己是靠认菜谱学习中

文，“要是聊起山东美食， 我能用中文

说上1个小时！ 不过，要是聊别的我就

说不上来了。 ”

在这个探寻世界各地街头美食的

节目中，有3期分别在成都、香港和哈

尔滨录制。大学旁的夜市、没有招牌的

小店， 甚至连哈尔滨机场外提供司机

师傅们的便当也不被放过。 节目俘获

人心的不仅仅是美食本身， 白大叔真

诚的讲解以及后期精良的制作， 更是

赢得了中韩观众的好评。

与此同时， 还有一档全程在中国

拍摄的美食真人秀 《在当地吃得开

吗》，也在韩国tvN电视台播出。它由韩

国籍中餐大厨李连福掌勺，3位韩国艺

人共同经营一辆餐车贩卖韩国风味的中

国美食。

这档节目之所以全程选择在烟台、

青岛拍摄， 是缘于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

的历史渊源。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

乱”，清朝派兵镇压。当时，离朝鲜半岛最

近的山东半岛商人也随之前往， 带去了

山东特色的家常菜， 其中就有中国的炸

酱面等。不过，就像中国炸酱面中偏咸的

大酱逐渐演变成偏甜的韩国春酱， 许多

中国美食到了韩国，都渐渐变了风味。

百余年过去了，这些韩国版的中国菜

跟随节目组 “回家”，4位嘉宾经营的餐车

制作炸酱面、糖醋肉、拌担担面等在街头

吆喝贩卖。 面对家乡食客们的检验，这些

韩国风味的中餐似乎也体会到了“儿童相

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滋味。

除了让观众追捧的美景美食外，社

会历史话题的探讨和交流也成为韩国综

艺节目中的新领域。

2017年7月起，一档历史类脱口秀在

TV朝鲜电视台播出。 节目邀请了中日韩

三国嘉宾对三国的历史人物展开讨论，

诸如英雄、权臣、皇帝等都是他们唇枪舌

剑一较高下的主题。

中日韩三国嘉宾均以“学者+艺人”

的组合方式出场。 参与节目的中国代表

除了在韩国小有名气的艺人张玉安之

外， 还有首尔大学韩国语教育学博士李

姚； 日本代表则由首尔大学社会科学大

学院博士吉方日和经常出演韩国电影的

日本演员武田裕光联袂组成； 东道主韩

国则派出正史作家沈龙焕和演员兼 “野

史达人”金应洙参加。

通过嘉宾们对发生在中日韩三国间

的各种历史事件的正史或野史的交叉解

读，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节目巧妙地展

现了三国地理历史的亲近感和复杂性。

《英雄三国志》制片团队表示，这是一个

让大众了解历史的机会， 也希望借此促

进三国现实中的和平。

■本报见习记者 吴 姝

“2月5日到7日来我家做客吧！ ”得
知我来法国度假， 亨利在1月初便和我
敲定时间，并叮嘱我不要改变档期。亨利
是法国农业信贷集团阿尔萨斯分行主
席，几年前在工作场合相识，结果一见如
故，相谈甚欢。 按照他的说法，他要向我
展示一个“真正的、深沉的法国”，一个和
奢侈品没有半点关系的法国。

亨利家位于距《中餐厅》拍摄地科尔
马仅4公里的小镇，名叫维托施海姆。 由
于小镇毗邻德国， 当地居民都可以在法
语和德语之间自如切换。 除了银行高管
外，亨利还有另一重身份：葡萄园庄主。

亨 利 是 其 家 族 葡 萄 酒 品 牌 Paul

Buecher的第14代传人。 据介绍，他的
酒庄属于阿尔萨斯产区列级庄（仅3%酒
庄是列级庄），拥有两处葡萄园，一年产
量在25万瓶左右 ， 销路主要针对方圆
150公里内的120家餐馆及个体消费

者。我告诉他，阿尔萨斯酒在中国市场上
知名度不高。他笑称我孤陋寡闻，并补充
道：“在法国葡萄酒的地域概念里， 以卢
瓦尔河为界，以北是阿尔萨斯酒的地盘，

以南是波尔多酒的属地。 ”

法国不乏历史悠久的生产葡萄酒的
家族，但能坚持14代的仍旧是少数。 当
我问及亨利如何保证家族品牌屹立不倒
时，他严肃地回答：“工匠精神。 ”据他介
绍， 葡萄种植和酿造工艺构成了葡萄酒
生产的重要环节，都需要慢工出细活，但
凡有一点疏漏就会影响葡萄酒的口感。

法国人“轴”的特性在亨利身上得到
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举例说，每年九十
月份完成葡萄采摘后， 就进入压榨和发
酵工序。一般情况下压榨只需3-4周，但
亨利要求工人花6-7周的时间， 这样可
以让葡萄皮中的单宁和色素得到充分释

放。 此外，他还要求手工完成葡萄采摘，

保证绿色食品的成色， 即便这样做会减
少30%的产量也在所不惜。

亨利带我参观酒窖时， 专门讲解了
起泡酒的酿造过程。 由于起泡酒的特殊
性，瓶内糖分和酵母会发生二次发酵，产
生的沉淀物需要清除。 这就需要倒置斜
放酒瓶，每天转动1/8角度，让瓶壁上沉
淀物无法残留，并集中至瓶盖处。当残留
物变成冰块时， 由于此时瓶内积聚了极
大的压力， 因此打开瓶盖便可迫使冰块
弹出去。亨利透露，他每个季度会选一天
将2万瓶起泡酒内的残留物冰块统一去
除，最近一次正好是2月6日。 我才恍然
大悟，他早早地同我敲定时间，只为让我
亲历这一难得的场面。

阿尔萨斯在法国是独一无二的存
在。 由于法德间的历史纠葛以及阿尔萨

斯的独特地理位置，该地区反复上演“生
父”和“养父”争夺其“抚养权”的桥段。这
虽然造成该地区的文化没有连贯性，但
同时赋予了多样性。 比如， 亨利每天的
“必选动作”就是听德国新闻，看法国报
纸， 汲取两边信息从而使自己的认知更
为客观。 这种多样性同样也体现在葡萄
酒酿造上。亨利强调，阿尔萨斯酒要区别
于波尔多酒和勃艮第酒， 在芳香度上尽
量呈现复杂性，避免单一化。

阿尔萨斯人始终怀有一种地区自豪
感。如果你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说自
己是“阿尔萨斯人”而不是“法国人”。 他
们确实有这份底气和自信。从历史上看，

欧洲东西维度上战事不断， 而南北维度
则充满了和平和谐的元素。 阿尔萨斯人
勤劳守时， 兢兢业业， 中午只休息一小
时；知足常乐，极少抱怨，生活水平和幸

福指数在全法排在前列。

亨利表示：“法国人各个都是时事评
论员，打开电视，10个节目中有9个在讨
论政治。”他对法国人的国民性做了一个
很好的比喻：“如果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
爆胎，英国人会立即找警察，德国人会亲
手修理，而法国人则会……骂政府。 ”他
坦言：“法国人的‘劣根性’在于几十年的
高福利养成了年轻人好吃懒做的心理。

法国人知道要变革， 但都不愿牺牲自己
利益。 ”亨利还举了自身例子，每年酒庄
需要20多名葡萄采摘者（季节工），工资
1400欧/月， 相当于法国的最低工资水
平，但他时常招不到人。

亨利赞赏中国人的团结勤恳， 毫不
惊讶于中国取得的成就。 他要求家庭成
员向中国人学习。如今，他的儿子负责葡
萄种植酿造技术， 是阿尔萨斯地区葡萄
农工会主席，女儿负责酒庄行政工作。亨
利最后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如果法
国人能将用于游行的一半热情用在工作
上， 哪怕只有阿尔萨斯人勤奋程度的二
分之一，法国经济就有希望了。 ”

■本报记者 刘 畅

《旁观者》 3 月 16 日

从 “脱欧” 到 “拖欧”

2016 年 6 月英国 “脱欧” 公投至
今将近 3 年 ， 在这一过程中 ， 英国政
治体系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发挥出很
好的作用， 政府和议会甚至犯下了灾难
性错误。

现在的问题是， 还有没有时间来避
免政策的彻底失败？ 无论结局如何， 这
个国家必须避免进入一种耻辱性的拖
延， 并且有条不紊地找到一条离开欧盟
的道路。

中俄歌手“高光时刻”引发情感共鸣
“玻璃姐”加加林娜在《歌手》中三夺第一；杨歌曾在《俄罗斯好声音》中杀入决赛

“她是向往自由的布谷鸟，她是刚

柔并济的喀秋莎。”由于在中国湖南卫

视热播的《歌手》节目上演唱俄罗斯摇

滚金曲《布谷鸟》和见证中俄友谊的苏

联经典歌曲《喀秋莎》，一位金发碧眼

的俄罗斯女歌手近日来刷屏了中国各

大社交媒体， 她就是俄罗斯国宝级歌

手波琳娜·加加林娜。

加加林娜两次获得全俄最重要的

音乐奖项“金色留声机”大奖，并曾于

2015年代表俄罗斯参加“欧洲电视歌

唱大赛 ”，荣获亚军 ；2018年 ，她更是

与俄罗斯当红音乐人叶戈尔·克里德

及安德烈·史尔曼合作， 为俄罗斯世

界杯应援曲《俄罗斯，前进》献唱。

据最新消息， 因在节目排练中背

部肌肉和腰椎严重受伤， 加加林娜从

本周六起暂别《歌手》舞台。 在她参加

的7期节目中，3期获得第一名，成为节

目的“高光时刻”，可见加加林娜深受

中国观众喜爱，甚至因其名字发音，观

众还亲切地给她取了一个“玻璃姐”的

昵称。 “玻璃姐”的出现为中国民众了

解俄罗斯歌曲、 加强中俄文化交流起

到了重要作用。

一曲《布谷鸟》让人领略
俄摇滚乐的力量

2月1日， 加加林娜头戴熠熠生辉

的银色发饰、 身着一袭黑色紧身连衣

裙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 她的首发歌

曲是被称为 “苏联摇滚教父” 的维克

多·崔的名曲《布谷鸟》。这首歌后来被

重新包装，用作俄罗斯战争片《女狙击

手》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曾于2015年在

中国上映， 恢弘壮烈的电影场景和大

气磅礴的主题曲， 给中国观众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如今还有不少俄罗斯年轻人将维

克多·崔称为“苏联最后的英雄”，在首

都莫斯科阿尔巴特街2号，现在还有一

面“痛哭之墙”，上面写满了人们对因

车祸“离奇”去世的崔的怀念。

1962年， 崔出生在苏联加盟共和

国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境内， 他的母亲

是哈萨克斯坦人，父亲是朝鲜族人，从

小喜欢画画、 音乐和文学的崔在进入

美术学校后， 发现摇滚乐更能激发自

己的艺术潜力。在苏联后期，摇滚乐因

被看作西方的精神毒物被迫隐匿于

“地下”， 但是崔却大胆地与友人组建

“第六病室”乐队，每天对着全苏联最

嬉皮的一群人演出。

1982年，20岁的崔在 “第六病室”

的基础上成立“电影”乐队。 谁也没有

想到，这个黄皮肤青年日后会成为“苏

联最后的英雄”。 崔的作品提倡反战、

无核、改革和人民，他的歌词优美又极

具破坏力， 甚至有人拿这些歌词与天

才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诗歌媲美。和

愤怒的嘶吼不同， 崔的音乐简单、直

接， 他用低沉沙哑的嗓音和洞彻灵魂

的歌词讲出苏联最底层人们的心声。

《喀秋莎 》成为中俄友
谊最历久弥新的见证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

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

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加加林

娜在第二期《歌手》节目中，用中俄双

语演唱了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苏联经

典曲目 《喀秋莎》。 《喀秋莎》 是中俄

（苏）友谊最历久弥新的见证，这首歌

无论从创作、传唱还是情感交流，都撇

不开中国因素。

《喀秋莎》创作于1938年，是苏联

作曲家马维特·勃兰切尔为诗人米哈

伊尔·伊萨科夫斯基的一首抒情诗谱

曲而成。 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

策划张鼓峰事件， 与苏军发生武装冲

突， 企图以此推动德日意三国轴心的

形成。 日军兵败后，珲春被苏军占领。

当时珲春的图们江畔漫山遍野的梨花

竞相开放， 江水如柔曼的轻纱一般飘

落在一碧千里的原野之中， 景色异常

美丽。伊萨科夫斯基受这片美景启迪，

挥笔写就了诗歌《喀秋莎》，他在诗中

描绘了春回大地之时， 一位小名喀秋莎

的姑娘对离开故乡保卫边疆的情人的思

念。 这首歌被谱曲之后， 迅速唱遍了苏

联，在当地掀起了一阵爱国主义的热潮。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喀秋莎》

更是成为广为流传的战地歌曲。据称，一

次入侵苏联的德军在他们的阵地里一遍

又一遍地播放《喀秋莎》这首歌，苏联战

士听了非常愤怒， 于是决心把唱片夺回

来。 于是，他们组织了一次突袭，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打击了敌人, 并夺回了唱

片机和《喀秋莎》。

当时深受苏联影响的中国， 人们也

口口相传这首歌曲。直到今天，只要是在

中俄联谊活动上，《喀秋莎》 都是必唱曲

目。记者一次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上，

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俄罗斯老妪用三弦

琴弹奏着《喀秋莎》，旋律一响起，一队中

国旅行团的阿姨妈妈们立刻围上来，脱

口唱出中文歌词，并不时随着音乐起舞，

场景令人十分动容。

中国歌手在莫斯科赢得
观众的喜爱

在最近两季的《歌手》节目上，除了加

加林娜，拥有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双重国籍

的“00后”歌手克里斯蒂安·科斯托夫和哈

萨克斯坦著名“90后”歌手迪玛希·库达依

别列根，都给中国观众带来了耳熟能详的

俄文歌曲，比如迪玛希曾用“海豚音”倾

情演唱俄罗斯著名歌手维塔斯的 《歌剧

2》，给观众献上了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

哈萨克斯坦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所长叶尔詹·萨尔特巴耶夫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 盛赞迪玛希因其帅气的

长相和迷人的舞台魅力给中国人民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也为促进中哈及中

国与俄语区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其实除了“引进”俄语区歌手到中国

表演外，中国歌手在俄罗斯艺术舞台上的

表现也不容小觑。2017年来自北京的姑娘

杨歌在《俄罗斯好声音》节目中杀入决赛，

最终取得第四名的好成绩。 在节目中，杨

歌数次演唱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俄文歌

曲，比如由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改编、俄罗

斯天后阿拉·布加乔娃演唱的著名电影

《命运的捉弄》中的名曲《我喜欢，您不为

我痛哭》，以及苏联经典影片《办公室

的故事》 的主题曲 《我的心儿不能平

静》，深受俄罗斯观众的喜爱。 俄罗斯

网友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将杨歌称为中

国的安娜·戈尔曼（苏联美声天后）。

杨歌为什么能在俄罗斯获得成

功？ 在接受“你好，俄罗斯”节目采访

时， 她说 “俄罗斯人对中国元素的喜

爱，是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人们把

我看作中国形象的缩影。 面对他们的

喜欢，只有做到百分之百情感的投入，

才会引起观众的共鸣。 ”

也许正如杨歌表达的那样， 以歌

手和歌曲作为载体的中俄文化交流，归

根到底也是情感的交流，它像一根丝带

将两国最深处的羁绊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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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3 月 16 日

“脱欧” 下一步该怎么办

如何解开 “脱欧” 的僵局？ 《经济
学人》 认为， 取代特雷莎·梅或者重新
大选都是不可取的。 为了摆脱僵局， 梅
首相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 通过一系列
的议会投票， 了解何种形式的 “脱欧”

能让大多数人赞同； 第二， 举行新一轮
公投， 让这一选择合法化。

《时代》 3 月 24 日

民主党敢弹劾特朗普吗

作为美国有权力弹劾特朗普的人，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 3 月 11 日的采访
中表示， 她对弹劾没有兴趣。 尽管佩洛
西一直如此表示， 但民主党是否会采取
弹劾特朗普的行动， 仍是 2019 年最大
的议题。

在众议院 235 名民主党议员中 ，

超过 1/4 已表示支持弹劾 ， 其他人基
本在等穆勒 “通俄门” 的调查结果， 目
前持观望态度。

一周封面

《新闻周刊》 3 月 22 日

阿姆斯特朗怎样拯救 NASA

今年 7 月 ， 人们将庆祝人类首次
踏上月球 50 周年。 但在 1966 年 3 月
有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任务 ， 若不是
阿姆斯特朗等优秀宇航员排除故障的
话 ， 将会给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带来灾难性的事故。 作家詹姆斯·多诺
万通过他的新书 《拍摄月球》 讲述了这
个故事。

中国歌手杨

歌征战 《俄罗斯

好声音》，最后取

得第四名 。 她的

歌声也得到俄罗

斯民众的喜爱 。

（资料照片）

“玻 璃 姐 ”

加加林娜在湖南

卫视 《歌手 》 的

录制现场 ， 她的

精彩表现获得中

国观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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