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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璇

《舞林大会》的模仿“愚乐”秀

１

９９７年英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要发

复赛和总决赛，也设立有评委，

展创意产业后，
不到１０年的时间创

有短信投票，有复活机制等。

意产业迅速发展，相关行业的收入从 ６

在这个创意理念深入人

亿英镑上升到上千亿英镑。
从业人员也

心、创意产业蓬勃兴盛的时代，

由当初的十几万发展到近 ２００ 万人。创

上海文广这样的国内主流强势

意产业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

媒体也忽视节目制作的创造力

潮。席卷世界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

及创意，只是一味跟风、模仿，

意的时代已经来临。
２００６年上海文广新

而不在节目创意和形式创新上

闻传媒集团先后推出了《加油好男儿》

做足功课，虽然可以在短期内

及《舞林大会》两大娱乐节目力抗湖南

吸引大众的眼球，但很难塑造

卫视。
《加油好男儿》
只是另一档平民选

媒体本身的核心竞争力。

秀节目，
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特别的新
意，而《舞林大会》则不同，感觉是众
星云集，舞姿优美，实则不过是另一种

借题炒作吸引眼球，
聚焦绯闻格调下跌

长，而《舞林大会》的制作方似乎忽略

尽管《舞林大会》是以国标舞比赛

了该节目作为娱乐大众的文化产品会产

作为节目内容的，
但是最为吸引大众眼

生怎样的社会效果？目前该节目虽然吸

球的却不是参赛明星的翩翩舞姿而是赛

引了不少观众，
但原本被认为高雅的国

场内外的“明星绯闻”
。
《舞林大会》自

标舞却因为各类媒体的“特色”炒作而

开赛以来受到其他平面媒体，
如南方都

格调大跌，
使人不禁思考现代社会的种

播以来在大众中能产生不小影响力，
或

市报、重庆晚报、武汉晨报、新民晚报、

种症状 ：
“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

许是因为大家看腻了“平民选秀”
，
想要

南京晨报等地方都市类报纸的报道和评

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低俗代替了

看看“明星 ＰＫ”
。但这一形式并非上海

论，各大门户网站新浪、雅虎、搜狐都

庄重。
”
《舞林大会》的种种炒作手法与

文广传媒集团初创，
该节目模仿的是美

开设娱乐专区来发布讯息及上传图片热

美国福克斯娱乐奉行的“性 ＋ 暴力”及

国国家广播公司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开播的

炒。这些炒作大多围绕关于明星的“新

英国太阳报低俗的“三版女郎”似有殊

《与星共舞》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节目。

闻”
，特别是流量较大的门户网站则发

途同归之感。

《与星共舞》是融合舞蹈欣赏的比赛类

布“莫文蔚超短裙大秀美腿”
、
“爱戴舞

真人秀，
节目中明星选手们搭配专业舞

林秀性感，现场变身‘电动马达’
”
、
“吴

蹈老师现场表演，舞蹈类型涵盖华尔

启华含泪求婚”等无关国标舞的猎
“艳”

兹、恰恰、桑巴、伦巴、狐步舞、斗牛

新闻。
如此新闻炒作使得人们更多关注

舞、牛仔舞等，每集节目最后综合观众

的是明星绯闻而非国标舞本身。

“娱乐走秀”罢了。

节目形式模拟抄袭，
创意时代不见创意
《舞林大会》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６日开

对抗竞争娱乐横行，
缺乏个性“愚乐”受众
近年来省级卫星频道在中央电视
台频道专业化的打压和城市电视台的挤
压下，市场空间日渐局促，竞争也越来

投票和三位裁判的专业评分淘汰得分最

平面加网络的炒作虽然吸引了更

低的一组，直到决出最后的总冠军。
《舞

多人关注该节目，
但很多人是出于追星

越明显。媒体竞争其实就是
“媒介产品”

林大会》也是一档明星舞蹈比赛真人

的情绪或者看到网上的猎“艳”新闻而

即节目内容的竞争，以香港“亚视”和

秀，赛制模仿《超级女声》
、
《梦想中国》

观看舞林大会节目。
舞林大会的收视率

“无线”的竞争为例，
“亚视”在 ２００１年

和《我行我秀》等选秀节目，分为初赛、

一路飙升自然使得其广告收益大幅增

推出《百万富翁》
，
“无线”则推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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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目《一笔ＯＵＴ消》
；
“亚视”推出《各
出其谋》
，
“无线”则推出《智在必得》
；
“亚视”推出《群雄夺宝》
，
“无线”则推
出《一触击发》
。当前国内娱乐节目《超
级女声》与《舞林大会》的ＰＫ与香港“亚
视”与“无线”的“娱乐”之争如出一
辙。
“娱乐”节目商业化运作，加上媒体
大肆渲染炒作，就形成了“文化热”风
行一时，各媒体也就同打“娱乐牌”而
弱化了媒体自身品牌个性的建设。
这样的竞争就好比市场营销学中
产品由导入期进入成长期，
众多品牌生
产同一产品，目前就是众多媒体同推
“娱乐秀”
，试图将大众“愚乐”到底。日
本学者中野收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
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一代，
并阐

２

明这类人的特点为过度沉湎于电视，
价

词。这一期的题目是《从今天起，我们更

值和行为选择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

要彼此珍惜》
。

一书中用“容器人”这一概念描述以电

我国目前的青少年也可被列为“电视

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依照《南方周

来越风花雪月，越来越小资，越来越后庭

末》旧例，这一期要发表一篇新年贺

花了。

小资腔调

人”或“容器人”
，因而他们的很多行为
选择也会受到电视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
电视节目只是一味“娱乐”
，
将对我们的

名其妙的内容，我颇感诧异。
《南方周末》

青少年产生消极的影响，长此以往，对

彻底小资化了。

捏捏，暧暧昧昧，软弱酸腐，虚伪做作，
句式罗嗦，辞不达意，简直像一个病怏怏
的文学青年，在病恹恹地摇头晃脑地抒
情，典型的假小空的小资文体。
看今年的《南方周末》贺词，光看
充满小资腔调的《从今天起，我们更要彼

１、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发表的《阳光打

此珍惜》
，就知道不是一个神经病的无病

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

在你的脸上》
（大家总是把“总有一种力

呻吟，就是一个伪善家的假惺惺的终极

的提高，
当代大众对文化精神产品的需

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当作题目）新年贺

情怀。富裕的《南方周末》
，中国既得利

求也日益高涨，
《超级女声》
、
《加油好男

词，感动了整个中国。人们记住的《南方

益集团的《南方周末》
，已经不再需要阳

儿》
、
《舞林大会》
、
《名声大震》正是在

周末》贺词也只有这一篇。但此后，
《南

光打在读者的脸上。

这一时期诞生的文化商品。
但这些文化

方周末》每年的新年贺词，一年不如一

商品又陷入了同质化、庸俗化。
因此，
我

年，特别是最近两年，越来越软弱无力，

大病不恸，小病沉默，无病呻吟，她记录

们的电视媒介产品在引导大众文化的同

越来越小资化。

着《南方周末》人理想溃败自私自利的道

青少年的教育培养都是不利的。

时，
还需考虑如何使节目的内容和形式

最近几年的贺词似乎都在模仿 １９９９

符合大众多样化、多角度、多层次的需

年的新年贺词，依然在抒情，依然在忧伤，

求。

但是，抒情句子再无大忧伤，再无大憧憬，

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和文化消费领
域的拓宽，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消
费“热点”经常转移，新的文化艺术形
态诱惑力不断增长。
在社会新的文化需

一篇篇新年贺词，由理想抗争，到

路，也记录者读者对她年年不断的失望。
她在加速离开热爱她的广大读者。
２、什么叫“从今天起，我们更要彼

文字空洞，再无尖锐震撼人心的力量，像

此珍惜”
，为什么“从今天起，我们更要

整个报纸一样。

彼此珍惜”？

当然，这是鼎盛时期的《南方周末》

“今天”——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是

与节节溃败的《南方周末》的区别。第一，

什么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发生了

求和文化发展趋势下，
媒体和节目制作

《南方周末》迅速衰败，理想不再，感动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深刻改变和影

方若不从节目定位、格调、形式上推陈

中国的力量被泡沫化，每一年的战斗号

响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情感，让

出新，
势必使自己的文化产品在消费市

角——新年贺词还有多少力量和分量？

中国人“从今天起，要更加彼此珍惜”
，玩

场上消亡。

第二，
《南方周末》人都中产阶级了，早

小资的终极情调。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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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扭捏作态的抒情题目和莫

今年的新年贺词更加小资了，扭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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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商女不知亡国恨了，变成只为自己和

冥思苦想，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重要

自己的利益集团服务，新年贺词必然越

的日子，
《南方周末》的贺词也没有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