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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穷节目组”逆袭翻身

《欢迎来到蘑菇屋》是为《向
往的生活》第六季预热的先导节
目，只有短短5期，仅芒果TV会员
可看。其内容是陈楚生、苏醒、王
栎鑫、张远、王铮亮、陆虎这6位
2007年《快乐男声》的13强选手来
到蘑菇屋，体验两天一夜的生
活。没想到这档不起眼的小节目
竟然催生出意想不到的综艺效
果，自带热搜话题强势破圈，在
社交平台引发持续高热的讨论，

“欢迎来到蘑菇屋”的微博主话

题阅读量达到6亿，节目在豆瓣
获得8 . 7分好评。号称“最穷节目
组”的《欢迎来到蘑菇屋》逆袭翻
身，观众表示对“0713”（07届快男
13强）的团综也充满了期待。

《欢迎来到蘑菇屋》受到肯
定和欢迎，观众点赞最多的是节
目难得的真实、自然、欢乐、感
人。节目嘉宾都是有着长达15年
友谊的老熟人，他们之间可以肆
无忌惮地互怼揭短，可以用“你
当初对谁的名次最不服”这种敏
感话题来互相刺探，可以用“不
红”“糊掉”来没心没肺地自嘲。
在好兄弟面前，大家可以卸掉平
日里的面具，无师自通地变成搞
笑谐星。“笑到横膈膜抽筋”“蜜
汁和谐的气场氛围真的让人欲
罢不能！”真友谊的欢乐氛围牢
牢地把观众吸引住。

同时，节目在欢乐的表象之
下，有着随时能够推心置腹的坦

诚和走心。历
经 演 艺 圈 十
多年沉浮的6
个 人 自 带 故
事感，他们有
着“再就业男
团 ”的 辛 酸 ，

随 口 唱
出 一 句
当 年 主
题 曲 中

的“我最闪亮”就能戳中观众泪
点。但同时他们“落寞又嚣张”，
深夜把酒言欢哭到忘形，抱着吉
他即兴创作《活该》。有观众说，
现在的节目中“漂亮人偶”越来
越多，活生生的人却越来越难见
到，《欢迎来到蘑菇屋》让观众看
到了《向往的生活》前两季时才
能找到的那种感觉。

《欢迎来到蘑菇屋》是档名
副其实的小弱综，主创团队自揭
了“最穷节目组”幕后的捉襟见
肘。节目从开始策划到正式上线
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预算仅为类
似体量节目的10%-20%。整个节
目组只有8个编导、8台摄像机，
拍摄的线路和云台架子也是从

《向往的生活》中回收利用的，就
连现场制片都是从公司的财务、
出纳、行政抽调过来的。所以《欢
迎来到蘑菇屋》是不存在买热搜
之类的事情的，它的走红全靠自
来水安利。

小而优赛道另辟蹊径

像《欢迎来到蘑菇屋》这样
小成本、小体量、小咖位的腰部
综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之
道。不拼经费、不抬咖位、不卷制
作，节目丢掉惯常的综艺包袱，
将全部精力聚焦于内容本身，最
终实现口碑逆袭。这样的腰部综
艺之光还有作为《明星大侦探》
衍生节目的《名侦探学院》，这档
节目起初是由全素人嘉宾参与，
如今已经做到了第五季，不但收
获了一批忠实的粉丝，还开始反
哺“正宫综艺”。

《名侦探学院》中都是高学
历的学霸帅哥，有蒲熠星和文韬
的“南北组合”——— 前者本科毕

业于南京大学，后者是青海省理
科高考状元，获得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的双学位。节目中的嘉
宾有的精于计算，有的善于逻辑
推演，有的能从心理学角度预测
对方行为，每场节目都是智商的
盛宴。在观众看来，“有什么比看
一群聪明的帅哥玩游戏更爽的
事情呢？”

此外还有像《毛雪汪》这样
的慢综艺，毛不易、李雪琴和旺
财两人一狗的小日子做成了年
番综艺，冬季番结束，春节番又
刚刚开始。《毛雪汪》获得了微博
大赏“2021年度泛生活综艺”，这
档节目围绕“记录年轻人生活里
的小确幸”为创作方向，每期短
短半个小时的内容，将毛不易、
李雪琴和朋友们的唠嗑轻松呈
现。节目场景仅局限于居家和超
市购物，聊天话题没有主题设
置，也没有进行刻意引导，聊到
哪算哪。比如点外卖怎样省钱，
容貌焦虑怎么办，在大城市还是
小地方生活。有观众说《毛雪汪》
是一档零添加、无负担的节目，

“看《毛雪汪》就像一个人窝在家
里的沙发上一样舒服。”

当流量和资源越来越集中于
头部综艺之时，节目也变成了燃
烧经费、比拼咖位的赛跑，越来越
高的制作成本，越来越长的节目
时长，会让观众感到难以消化。腰
部综艺在小而优的赛道上另辟蹊
径，只要能够找准观众的心理舒
适区，就可以实现逆风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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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蘑菇屋》破圈，《名侦探学院》《毛雪汪》等持续发光

优质内容为腰部综艺撑腰

陈陈宝宝国国诠诠释释出出““更更新新鲜鲜””的的朱朱元元璋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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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热播剧《山河月明》
中，陈宝国再次饰演了明朝皇帝朱
元璋。在16年前的《传奇皇帝朱元
璋》中，陈宝国就饰演过这一角色。

陈宝国演帝王角色游刃有
余，拿捏精准，成为该剧的一大亮
点，很多观众因他而追剧。在多年
的演艺生涯中，陈宝国饰演过多
位帝王角色，且凭借这些角色拿
下不少专业性顶级奖项。历史古
装剧创作思潮在不断地变化，陈
宝国也在剧中诠释了各具特色、
不断变化的帝王角色。

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剧照一
出，剧迷就开始问：“这不是嘉靖
皇帝吗？”这是“老戏骨”演员面临
的困境，之前的每一个角色都塑
造得太深入人心，太令人难以忽
略，观众就会期待其同类角色能
够更出彩、更别具一格。也有一些
剧迷一看到陈宝国的名字，就对
剧充满了期待，陈宝国等“老戏
骨”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剧
的品质保障。

《山河月明》中朱元璋这条线
的故事、演员表演确实比较精彩。
故事从明朝初年开始，讲述朱棣
从少年轻狂成长为明朝帝王的

“创业故事”。朱棣是主角，但朱元
璋的戏份篇幅也不少。朱元璋以
中年形象出场，以老年去世结束，

在45集的剧中，演到第33集。朱元
璋中年到老年的形象塑造，演好
了确实出彩，中年刚坐稳皇帝之
位时，既要有帝王的气魄，又要有
草莽、市井平民的气息，老年了子
嗣夺权还要稳定江山，也要演出
帝王的复杂感、霸权感。这个人物
按历史剧来演，本身就很精彩，演
员不好找，戏路很宽的陈宝国就
很合适。

《山河月明》虽是历史剧，但
整个故事和人物塑造，不是按照
历史正剧手法来拍帝王戏，在编
织故事、人物关系、台词呈现上，
接近该类型网络小说和《大明风
华》《清平乐》等古装剧，除了大战
争场面，不少内容也是一般古装
剧拍法。故事主线是主角朱棣成
长史，主线爱情则是老套的“先婚
后爱”，而多条副线各具特色，增
加趣味性。这其中，赋予朱元璋的
独特气质就是接地气和生活感。
朱元璋与马皇后天天家长里短、
温情脉脉，连前朝最紧要的战事、
如何调兵遣将、如何对待大将军
徐达等，都是在饭桌上唠嗑展开
的；朱元璋爱子心切，儿子上课他
偷听，老师打儿子手掌，他差点冲
进去，但他自己照样拿着鞋底打
朱棣屁股；朱元璋与徐达像朋友，
天天叫出来聊天还互怼……这部
剧中的朱元璋有点颠覆性，朱元
璋对朱标说，希望他的这帮“老兄
弟们”最后都能够善终；临死时又
再三叮嘱朱允炆善待他的叔叔
们。这部剧呈现了一个“当家难”

“治国难”的朱元璋，他更多的是
在珍惜兄弟情谊还是巩固统治面
前做抉择。帝王的形象生活化了，

也私人情感化了、人性化了。
陈宝国演出了朱元璋身上作

为丈夫、父亲、一家之主的温情和
有趣一面，同时，在对待铁铉等人
时，也很好地演出了朱元璋在朝
堂上作为一国之君令人捉摸不
透、强权者复杂感的一面。这个角
色幸亏是陈宝国饰演，他很好地
演绎了这一版朱元璋身上的生活
感、日常感和烟火气，也拿捏了角
色作为集权帝王的那些威严、强
权感觉。看过这一版朱元璋形象，
给人的感觉是除了陈宝国没有更
合适的人选了。

这一版的朱元璋，更像是一
个为治家、治国勤勤恳恳的帝王
形象，生活感、日常感是其特色。
这个角色与陈宝国之前塑造的嘉
靖皇帝、汉武大帝等帝王相比感
觉难度不是很大。《大明王朝
1566》中生活、扮相、思想都很独
特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可能更是
一个演起来过瘾、看起来更过瘾
的帝王。大多数历史剧中的帝王
威严、大气、霸气甚至风流，陈宝
国演的朱厚熜披头散发不上朝，
甚至还很阴柔，但又掌控一切，有
着藏起来的精明，人物戏份也集
中于治理国政、玩弄权术等历史
剧硬核内容上。《山河月明》中朱
元璋这个角色，陈宝国不仅一出
场的身影、气质把观众震撼了，而
且陈宝国也揣摩到了人物的特
质，那种角色身上透出的猜疑、孤
独、霸气，都化到了他表演的一举
一动之中，给观众留下了经典的
帝王形象。再往前，陈宝国在《武
则天》中饰演的唐高宗李治也是
很独特的帝王，宽厚仁慈，还有懦

弱的文气。在《汉武大帝》中，陈宝
国饰演的汉武帝刘彻，则是雄才
伟略、气吞山河的一代霸主。

因为每个帝王都演出了特
色，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 ，所 以 观 众 才 会 有 疑
问———“怎么陈宝国又演
帝王？”历史正剧成为稀缺
物之后，复杂、多变、有深
度的帝王形象也越来越
少了，新一代演员很难
在这一领域出彩。在大
量的“仿唐剧”“仿宋
剧”中，很多角色其实
与历史真实人物已经相
去甚远，很难再有凭复
杂帝王戏吸睛的角
色。陈宝国这么
多年还在诠释
多样的、新鲜
的 帝 王 形
象 ，观 众
且看且珍
惜。

天天娱评

作为《向往的生活》
第六季的先导节目，《欢
迎来到蘑菇屋》仓促上
马、经费紧缺，却意外走
红破圈。可见小成本、小
体量、小咖位的腰部综
艺，也有自己的生存之
道。比如简约慢综艺《毛
雪汪》做成了年番综艺，
作为《明星大侦探》衍生
节目的《名侦探学院》已
经做到第五季，收获了一
批节目粉。当头部综艺逐
步走向高投入、长时间、
强咖位的巨型体量时，有
一批腰部综艺靠优质内
容撑腰，持续发光，甚至
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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