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１
在平凡叙事中表达对大众日常状态的关

视听界

the video-audio circle

为徐锦江和他的长相一样凶猛，没想到

怀。
《康熙来了》正是这个基调，那就是：

那么纯良温情又有才华”
；“原来许纯美

“让名人回归为普通人”，让名人走下“神

也没有那么病态”；“本来觉得萧蔷是个

坛”
。蔡康永说：
“我觉得我的嘉宾在生

淑女，起码优雅，但是看了《康熙来了》

活中是以什么样子出现的，我就要他以

之后吓了我一大跳，她太做作了”
；“以

什么样子出现。
”他和小 Ｓ 的目标是，
“让

前看香港报道，觉得张柏芝有些神经质，

名人撕下，至少是撕下部分面具”。 歌坛

看节目发现她也是小 Ｓ 那一族的，一下

的常青树费玉清对于小 Ｓ 和蔡康永这档

子就喜欢上她了”；“刘德华的最大缺点
是赖床，而且每次一赖床，就把闹钟丢
到门外耍赖”。《康熙来了》让名人回归
本色，回归平民，使观众看到名人真实、
世俗的一面。

《康熙来了》也有毛病
虽然《康熙来了》深受观众的喜爱，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它存在的问
题：
一、语言不雅是该节目需要解决的
问题。小 Ｓ 常用的“屁啦”、“见鬼了”、
综艺节目的走红原因也一针见血，
“他们

“死三八”等不雅语言，会对青少年的用

有一种流行的态度，代替观众冲破偶像

语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应引起我们的

的包装，窥视到镁光灯背后的真实。”

高度重视。

连战上《康熙来了》就是一个很好

日，推出了量身定做的全新个
人脱口秀栏目《李敖有话说》，
该栏目由台湾知名作家李敖担
纲主持，
“一手包办、一言九鼎、
一针见血，打破电视制作模式，
以证据骂人，以口舌开心，闯出
一片言论新天地”。
在不长的时间里，
《李敖有
话说》就以其形态和内容的特
立独行，在华语电视节目中闯
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李敖有
话说》为什么会引起两岸三地
观众的极大关注？它的特立独
行又体现在哪些方面？本文试
图对《李敖有话说》这一栏目进
行一番评析。

二、人文内涵的缺乏制约着该节目

的例子。连战作为政治人物，在台湾人

的生命力。纯粹的娱乐可能在短期内取

的心目中充满着神秘感。于是《康熙来

得很好的效果，但长期下去未必有良好

了》便挑战权威，挑战神圣，也颠覆一

的效果。所以《康熙来了》需要在做好

些观众既定的预期。在这一期的“今天

娱乐的同时，在文化内涵的培植上也下

不谈政治”的主题节目中，观众一夜间

功夫，否则人文内涵的缺乏会制约该节

了解了政治舞台下的连战一家，诸如“何

目的生命力。正如费玉清认为的，该节

主持人，主持人的气质涵养、个性特征、

时恋爱”
、
“何时初吻”、
“有几个女朋友”，

目的审美疲劳在所难免。
“《康熙来了》现

甚至音容笑貌与栏目本身是否契合，对

甚至是“穿什么样的内裤”等不为人知

在也走进了瓶颈时期，小 Ｓ 的离开正是

于一个栏目的成功而言，都有着莫大的

的细节，使民众看到了一向刻板、不易

时候。”（随着主持人小Ｓ去结婚和休产

关系。在这方面，凤凰卫视历来都重视

接近的连战有着另外一面——平易近人，

假，蔡康永也在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上旬主持新

推行“明星主持人”策略。凤凰卫视总

使他具有前所未有的亲切感，使他在选

节目，《康熙来了》在播出 ４００ 多期后正

裁刘长乐认为，电视媒体追求的是视觉

举时博得了更多的人气。这期节目成为

式宣布要暂时画下休止符。）

效果，如何令观众过目不忘，惟有一张

《康熙来了》的一个转折点，使它的收视

名人效应
一个优秀的栏目离不开一个出色的

大家都喜欢的脸孔，要塑造活商标，要

率再创新高，有 １００ 万— ２００ 万的观众观

打造一批有特色的名主持人、名评论员、

看了这期节目。

名记者。①

当蒋经国的大孙子蒋友柏获邀参加
《康熙来了》时，收视率达到了 ２．２％。
“蒋
友柏在台湾人心里就跟王子一样，女生

注释：
①［匈］豪泽尔，
《艺术社会学》第 １２ 页，
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

《李敖有话说》之所以受人关注，是
与主持人李敖的传奇经历和个人魅力分
不开的。正是李敖传奇的个人经历和独

都想认识他，而他完全颠覆大家对他的

特的个人魅力，使《李敖有话说》在栏

印象。”“最想不到的是刘雪华，麻将是

目开办之初，甚至之前就受到了观众的

主业，演戏是副业”
；
“以前受传闻影响，

普遍期待和关注。作为作家，李敖的名

觉得林志玲很做作，看了《康熙来了》之
后才发现她是一个天生淑女”；“本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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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８

人效应的确是不容小觑。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系研究生）

域外扫描

《李敖有话说》
： 嬉笑怒骂，自成一格
陈 伟

观点。故事讲完分析完之后，就联系实

节目形态与众不同

也使栏目本身具有了个性和新意。

际，稍加点评，往往是痛骂台湾当局，可

从内容上看，
《李敖有话说》的最大

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古色古香的场

“卖点”就在于李敖敢言人之不敢言，其

《李敖有话说》在节目形态上的与众

景设置和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造就了

中包括对历史人物和政坛人物的质疑和

不同，就在于它采取了类似于在报纸上

《李敖有话说》在节目形态上的不拘一

谩骂，而且用词也是毫不嘴软和客气。通

开专栏的形式，即“电视专栏”的形式。

格。

常，李敖在节目中会以呈现史料的方式

每期一个话题，由主持人自由发挥，看
《李敖有话说》就好像在看他写的专栏文

证明自己并不是在胡说八道，而是有理

节目内容标新立异

章，犀利尖锐。
在场景上，
《李敖有话说》走的是“复

有据，按照李敖的话就是，
“你可以说一
个人是王八蛋，但你必须找出证据来证

《李敖有话说》在内容上到底“新”

明他是王八蛋。”在《多读书方能不受人

古”的路线，节目的片头音乐带有一点

在哪里？“异”在哪里呢？从选题上看，

惑》这一期节目里，李敖先引用了蒋介

点的古典，背景中的木制书架和古籍也

大致可以归为以下这么几类：台湾社会

石说过的一段原话，
“凡是有志气的大丈

给人古色古香的感觉。坐在太师椅上的

的现状，两岸关系和台独问题，如《自

夫、真军人，如果不幸做了俘虏，必不

主持人李敖，穿着中式传统服装，戴着

导自演的枪击案》；鲜为人知的历史，如

对敌屈服受辱，只有自杀，以免辱及我

墨镜，手执一个小教鞭，身前还摆着一

《历史不可以既往不咎》
；男女情感问题，

们的祖先和革命的先烈。”接着，他指出

小叠资料。在制作上，
《李敖有话说》内

如《爱情不能光吐丝》
；还有人生态度方

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俘虏这一

容和主持都由李敖准备和负责，节目本

面，如《抱怨人生是没有出息的》。

客观事实，最后，他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身靠的也全是李敖肚子里的墨水和三寸

李敖 ２０００ 年的时候竞选过台湾“总

“你自己被

不烂之舌，不需要太高昂的成本，也不

统”，现在又是台湾的“立委”，在两岸

俘而不自

需要很复杂的制作，但广告收入却是可

关系和台湾问题上自然是有发言权的。

杀，却叫

观的。

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李敖，一生博

别人被俘

在节目中，李敖说观点，举例子，讲

览群书，著作颇丰，并且长于风花雪月

要自杀，

故事，做评论，间或引经据典，以文字

之事，敢爱敢恨，无论是言情、论史还

你这是什

和图片的形式为观众呈现史料，讲到兴

是谈人生，多少还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由

么 意 思

奋处偶尔也会轻拍桌子，以示爱憎分明，

此可见，
《李敖有话说》的选题原则就是

嘛 ？ 骗

整个节目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在节目

李敖擅长和观众爱看的结合点。在考虑

人！” 这

的开头，李敖通常是引用一些名言警句，

观众收视兴趣和喜爱度的前提下，该栏

样的质疑

然后就是讲一两个故事，来佐证自己的

目深深地打上了李敖个人的烙印，从而

颇让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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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芝麻街》
梁 盛

《芝麻街》
（
“Ｓｅｓａｍｅ

Ｇ ａ ｎ ｚ 受到卡耐基研究院

Ｓｔｒｅｅｔ”
）在美国的电视荧

（ｔｈｅ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屏上已走过了整整 ３６ 个年

的资助开始了对儿童电

头。这个数字很容易让观

视的研究。这直接导致了

看《芝麻街》长大的 ７４０ 万

儿 童 电 视 工 作 室

成年观众回忆起那些儿时
难忘的可爱形象。许多在
校的大学生还能回忆起他们是怎么认识
“Ｙ ”这个字母的，是怎么分辨出长方形
和正方形的不同特点的，是怎么开始人
生美德教育的第一课的。世界各地数百
万的学龄前和学龄后的儿童，从《芝麻
街》中汲取了不计其数的重要知识。
《芝麻街》于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
美国的国家教育电视台上（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首次播出，并
于当年底，转到公共电视台（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播出。它是迄今

服。就内容而言，李敖敢言敢骂、能言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的成立——这是每个《芝麻

节目（７１ 项）。

街》的观众都熟悉的名字，虽然现在这

这个节目综合运用了木偶、动画和

个名字已经改成了芝麻工作室（Ｓｅｓａｍｅ

真人表演等各种表现手法向儿童教授基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芝麻街》长期以来一直是

础阅读、算术、颜色的名称、字母和数

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这个工作室

字等基本知识，有时还教一些基本的生

的最终目的是要为儿童制作出寓教于乐

活常识，例如怎样安全过马路，讲卫生

的电视节目。由此，
《芝麻街》中的木偶

的重要性等等。其中许多的滑稽短剧和

形象被孕育出来，其他角色，像 Ｅｒｎｉｅ、

小栏目都已成为其他电视节目竞相模仿

Ｂｅｒｔ、Ｇｒｏｖｅｒ、Ｃｏｏｋｉｅ Ｍｏｎｓｔｅｒ 和大鸟

的典范。

也被创作出来了。节目的拍摄现场被选

《芝麻街》的初创是产生于对缺乏儿

定为市内而不是郊区，原因是郊区孩子

童教育类节目的担忧。电视制片人 Ｊｏａｎ

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比较低。节目中的演

彩，这无疑是个人脱口秀节目的大忌。

像舆论监督是为了更好地促成问题和矛

对于节目中出现的口误和观众来信

盾的解决一样，批判也应该是为了更好

中的批评意见，李敖表现出一种不以为

地建设。只批判不建设，或者过多的批

然的态度，并在节目中文过饰非，这使

判、过少的建设都使得李敖在观众心中

得他与电视观众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容易被塑造成一个夸夸其谈、眼高手低

也使得他在内地的网络论坛和平面媒体

的“愤老”形象。对于节目的收视率而

上招来一片批评之声。与此同时，李敖

言，这绝对是个损害，既导致了一些观

应该看到，李敖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的“肆无忌惮”和“口没遮拦”，使得他

众的不信任，也导致了部分观众的流失。

物，两岸三地喜欢他的人挺多，但反感

难免会触及言论禁忌，政治上“说错话”

和排斥他的人自然也不在少数，选择这

的机率由此大大增加，凤凰卫视在内地

样一个人担任主持人本身就需要勇气。

有大批的收视群体，这无疑是要加以注

注释：

同时，尽管李敖的主持风格比较随意，但

意和避免的。

①《解密凤凰》，师永刚著，作家出

善骂和勇于批判的个性赋予了《李敖有
话说》无法被复制的异质性。

一大硬伤
就《李敖有话说》而言，首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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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为止，获得艾美奖奖项最多的一个儿童

由于李敖的过于自信和狂傲，使得节目

另外，以“骂人”为立意的《李敖

无意中或多或少地染上了“说教”的色

有话说》
，批判的成分显然过重了，就好

版社，２００４ 年。
（作者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