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问我是不是他问我是不是
处女处女”，”，当邱莹莹抱着当邱莹莹抱着
樊胜美失声痛哭樊胜美失声痛哭、、说说
出男友应勤对他的质出男友应勤对他的质
问后问后，，正午阳光出品正午阳光出品
的电视剧的电视剧《《欢乐颂欢乐颂》》第第
二季已经更新近半二季已经更新近半。。
自自55月月1111日至今日至今，《，《欢欢
乐颂乐颂22》》已播出已播出2020集集。。
有第一部的珠玉在有第一部的珠玉在
前前，《，《欢乐颂欢乐颂22》》的收视的收视
更是攒足了劲更是攒足了劲，，在东在东
方卫视播出的首日方卫视播出的首日，，
收视率就达到收视率就达到11..44。。播播
出过半出过半，，更是每日占更是每日占
据收视第一的宝座据收视第一的宝座，，
剧中近日播出的剧中近日播出的““处处
女情节女情节””剧情也成为剧情也成为
网络热议话题网络热议话题。。

与高收视相对应与高收视相对应
的则是低口碑的则是低口碑，，剧情剧情
拖沓拖沓、、音乐太多音乐太多、、人设人设
走偏等也让该剧在豆走偏等也让该剧在豆
瓣上仅为瓣上仅为55..22分分。。此此
外外，，人手一部荣耀手人手一部荣耀手
机机、、吃零食只吃良品吃零食只吃良品
铺子铺子、、购物不离唯品购物不离唯品
会……会……《《欢乐颂欢乐颂22》》中中
铺天盖地的广告植铺天盖地的广告植
入入，，也让观众吐槽是也让观众吐槽是
在看在看““广告颂广告颂”。”。该剧该剧
制片人侯鸿亮则表制片人侯鸿亮则表
示示，，电视剧的广告植电视剧的广告植
入肯定会有入肯定会有，，自己和自己和
团队也在探索如何能团队也在探索如何能
够做得更加自然够做得更加自然、、更更
能为大家所接受能为大家所接受。。

既然是厨房小家电新品特卖会，除了小
厨师破壁机之外，海尔厂家还为买够网生活馆
客户带来了小贝洗碗机，它机身很薄，安装时
不必嵌入橱柜里，只需放在橱柜台面上即可，
不影响吊柜使用。

据介绍，这款洗碗机是海尔历时5年走
访和研发而成的新一代台式洗碗机。“我们
在走访中发现有很多已经装修过的家庭也
非常需要在餐后解放双手，这时洗碗机的尺
寸及安装就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而小
贝洗碗机尺寸是深370mm，大开门高度是
660mm，装修过的家庭买回家就能方便使
用。”厂家代表说，除了小巧玲珑及安装简便
之外，小贝洗碗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洗得干
净，洗碗餐具后表面是干燥的，可以防止细
菌二次污染，80度高温消毒为家里宝宝等敏
感人群提供健康保障。

为了宣传推广这款小贝洗碗机，海尔厂
家在特卖会期间特别给出了优惠价，每台

2799 元 ，
感兴趣的
市民可以
通过其他
渠 道 比
价，然后
再来买够
网生活馆
详细了解
体验。（余兰）

为什么家庭
需要一台破壁机？

现在市面上的各种破壁机很
多，那海尔小厨师破壁机的特点
有哪些呢？据介绍，它采用一体化
设计，8种智能模式，4D环绕分段
式加热，厚度大7mm进口高硼硅
环保型玻璃材质，操作功能都被
提前设定好了时间，只需选择功
能，点击“启动”后即可完成操作。

可以说，买一台海尔小厨师破
壁机，就相当于给家里请回一位“营
养师兼厨师”，它囊括了豆浆机、搅
拌机、奶昔机、原汁机、研磨机、绞肉
机、冰激凌机、冰沙机、料理机的全
部功能。有了它，您不仅可以打豆
浆、榨果汁、磨咖啡，还可以做宝宝
迷糊、煮粥、绞肉等。另外，它特有的
一键清洗、加热、预约定时、开盖即
停等功能更是省心又贴心。

广告

海尔一键清洗款破壁机来了 新品首发 特卖价999元
活动周五开始，只搞3天，闲置二手榨汁机、绞肉机等可以旧换新抵现金，海尔洗碗机同步特卖

海尔破壁机

买够网生活馆
海尔厨房小家电特卖会

时间：2017年5月26（本周五）~28日（本周日）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85号（省
档案馆隔壁），可以乘坐4、7、37、62、340路
公交车抵达附近。自驾前往，有停车位。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解放双手 买台海尔洗碗机随着生活品质提高，榨汁机、原汁
机、豆浆机已经深入很多人的日常生活
中，妙用自然不必说。但是，这么多小家
电摆在厨房里，难免占地方。如今，有一
种小家电可以做到以上全部甚至囊括
研磨机、搅拌机、绞肉机、奶昔机、冰激
凌机等的全部功能，它就是健康生活的
新宠——海尔小厨师破壁机。

端午节到来之际，成都商报买够
网携手专注国人健康生活体验的家电
民族品牌海尔，将从本周五起隆重推出
感恩回馈暨新品特卖会——正值海尔
新一代小厨师破壁机上市之际，买够网
生活馆将这款官网售价为2380元的破
壁机，为买够网客户砍价至999元，活动
限量发售1000台，只限3天时间。

此外，如果您有闲置的豆浆机、
榨汁机、料理机、绞肉机等能用但平
时又不爱用的厨房小家电，均可在特
卖会期间带到现场，购破壁机直接抵
80元现金减免！

破壁吸收更营养更美味
现场试做品尝

说到破壁机，一些注重养生
保健的朋友都晓得，这里的“壁”
指的是“细胞壁”。营养专家介
绍，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食物有
许多关键营养都隐藏在果皮、种
子中，但是按照平常吃法，这些
果皮、种子都是被忽略丢弃，或
者人体无法完全嚼碎，营养成
分很难被吸收。经过功能强大
的海尔小厨师破壁机搅拌，可
以释放食物中隐藏的营养物
质，吸收率高达90%以上。这样
做出的食物，对肠胃功能稍差的
中老年人及婴幼儿来说，吸收效
果会更好，而且味道更美味。

在本周的特卖会上，工作
人员将现场用破壁机试做食
物，欢迎大家来品尝。

海尔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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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上流传的《欢乐颂2》
招商方案来看，剧中品牌植入共3
大类，绑定人物的品类植入、生活
和工作场景的品类植入以及钻石
级+白金级的品牌植入。

绑定人物的品类植入中，单
是王柏川、赵启平等人的汽车这
一品类，起价就是800万元1个，更

不用说安迪、包奕凡等人开的高
端轿车了。生活和工作场景的品
类植入分B级植入、A级植入以及
A+级植入，起价分别在50万、100
万、150万1条，粗略估计，这项广
告收入就在350万。

剧中最大的金主则是三家钻
石级和五家白金级客户，钻石级

合作800万起，保证全剧有600秒
的总曝光量；白金级合作500万
起，总曝光量约350秒。而仅此两
项合作，广告收入就超过4900万。
据业内人士介绍，作为业内的金
字招牌，正午阳光本就不愁广告，
作为一部都市题材的现实主义作
品，《欢乐颂2》的总投资并不算
大，“光靠广告就已回本”在业内
早已不是新闻。

广告植入已收回成本

高收视低口碑
《欢乐颂2》变身“广告颂”
各种植入广告超过50家，电视剧《欢乐颂2》引发观众吐槽

如今，随着影视剧投资越来
越大，广告植入并不算新鲜事，
对于制片方来说，广告植入是降
低拍摄成本的方法之一。另一方
面。在影视拍摄中，演员也会带
着自己代言参加拍摄，进行广告
植入。如《欢乐颂2》中，王凯扮演
的赵医生就是驾驶一辆DS品牌
的SUV，而该品牌的代言人正是
王凯；剧中白富美刘涛的座驾是
一辆价值200多万的保时捷Pan-
amera，而酷爱汽车的刘涛也是保
时捷品牌挚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如
今国内电视剧商业合作模式的日
趋成熟，想要达成好的广告植入效
果，剧方在开拍前就会进行招商，
目前电视剧广告植入从剧本创作
阶段就已经进行招商、确定植入形
式、签订广告合约。据一名广告代
理商介绍，在一些关注度高的电视
剧、电影开拍前，创作团队就主动
发来了明星名单、内容和预计播出
时间，表明招商意向。而一些广告
代理公司也会去关注业内动态，联
系影视公司研究项目的题材、规模
等，一边挖掘客户需求、一边在剧
本创作期就与剧方初步接触，提供
产品品类，探讨植入的可能性，避
免生硬。

据了解，《欢乐颂2》中各式植
入的品牌商超过50家。制片人侯鸿
亮对此表示：“第二季我们已经拒
绝了一半数量的广告，我觉得电视
剧不应该排斥商务，这是商业运作
的一种方式。我们也在探索如何能
够做得更加自然、更能为大家所接
受。做商务这部分，从前端介入、从
剧本上着手设置、导演在拍摄的时
候时时顾及等，这都证明我们正在
逐渐形成一个模式。《鬼吹灯》专门
拍过广告与剧情联系的片段，我们
这个里面也有。商业社会，我们不
能去排斥这个东西。”

作为《欢乐颂》的续集，《欢乐
颂2》自然备受期待。正所谓希望
越大失望越大，前两集播出后，立
即有网友表示不满，原因是安迪
（刘涛饰）与小包总（杨烁饰）的相
关情节成为重头戏，两人的海边
散步以及海岛风光的镜头铺垫，

各种插曲及背景音乐密集出现，
让观众仿佛是在看MV，开篇似乎
有“注水”嫌疑。

此外，剧中人物设定也被质
疑：如家境并不富裕的樊胜美（蒋
欣饰）过年回老家，当她离开家的
时候，镜头给到了她手上戴着的5

个Pomellato戒指，而该品牌戒指
一个就价值1600美元！赵医生（王
凯饰）在家里做菜时，身上穿的是
loewe秀场款……

播出过半，《欢乐颂2》的收视
稳居每日黄金档收视第一的位
置。但却是高收视低口碑，目前该
剧在豆瓣上只有5.2的评分，远低
于第一季7.3的评分。

节奏太慢疑似注水

早在第一部，观众就对广告
植入有了很多争议，而第二部则
是“过之而无不及”。

“大家好，我叫樊胜美，很高
兴 加 入 得 闲 投 资 这 个 大 家 庭
……”《欢乐颂2》一开始，樊胜美
跳槽到了得闲投资，该公司正是
出品方正午阳光的全资子公司。
自己给自己打的这一波广告，算
是出品方在剧集和商务融合方面
身体力行了。

事实上，像樊胜美这样随口
打广告的行为在剧中数不胜数。
比如邱莹莹和男友应勤逛街，邱
莹莹一句“我可以上唯品会上购

买，又便宜又可以退货”让人简直
无法抗拒；搜狗搜索和《欢乐颂》
继第一季合作后，再次深度合作，
直接将邱莹莹的男朋友设定成了
搜狗搜索的员工，邱莹莹还不时
表扬“你们搜狗公司的待遇真
好”；关关妈妈让女儿敷面膜，镜
头就给到了关关捧着一瓶佰草集
的面膜；此外，剧中人物一般都在
全家超市、良品铺子购物，吃的零
食、早餐都来自这两处地方……

根据片尾显示的鸣谢商家
名单可知，《欢乐颂2》中各式植
入的品牌商超过50家。其中不乏
保时捷、林肯、SK-II等高端品

牌，涉及范围包括网络购物平
台、汽车、家具、数码产品、首饰、
卫浴、饮料、商超等，涵盖了生活
的方方面面。

这些品牌通过场景植入、剧
情植入、台词植入、道具植入、题
材植入等各种方式“或硬或软”地
插入剧中，可谓是无孔不入。很多
观众发现，除了以上剧中工作和
生活场景式的广告植入，围绕该
剧，还有冠名播放网站、播放漂浮
广告等更加丰富的植入方式。此
外，像即将成为良品铺子代言人
的杨紫和娇兰彩妆代言人的王子
文，在剧中就是行走的广告牌，杨
紫随时在吃良品铺子的零食，王
子文则随时捧着娇兰补妆。

软广硬广花式植入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张槿熙

亚冠淘汰赛开打
恒大主场先下一城

昨晚亚冠 1/8 决赛点燃战火，恒大
在主场打响中超BIG3在淘汰赛中的第
一枪，结果凭借比赛收官阶段保利尼奥
的制胜进球，恒大主场 1 比 0 力克鹿岛
鹿角，取得两队首回合的胜利，次回合
做客鹿儿岛，恒大只需一场平局即可挺
进八强。

这场 1/8 决赛前，恒大俱乐部宣布
本场将对会员实行免票政策。这是因为
去年亚冠小组赛首个主场，恒大被罚空
场进行比赛，当时恒大俱乐部就宣布，将
在淘汰赛第一个主场对会员免票，以对
他们进行补偿。所以尽管昨日广州恰逢
降雨天气，但球迷依然十分热情地捧场，
恒大也在阵阵助威的歌声中向对手发动
了一次次凶猛的攻势，但可惜的是，上半
场李学鹏和阿兰都错过了得分良机。下
半场开始后鹿岛更是全面回撤，企图守
住0比0的战果。第75分钟于汉超开出
角球，保利尼奥后点推射终于打开了胜
利之门，这也是他个人在本赛季亚冠的
第四个进球。随后恒大顶住了鹿岛的反
扑，将1比0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柯洁在“人机大战”中首盘告负
老聂：双方已不在一个层次

昨日，柯洁对阵阿法狗三番棋首局
“人机大战”在浙江桐乡战罢。最终，双方
经过289手的激战，阿法狗执白1/4子战
胜柯洁九段，拔得头筹。

终局，柯洁执黑输了1/4子，在中国
规则里，这已经是最小的差距。但是，人
类与人工智能实际上的差距，要比这区
区1/4子表现出来的大得多，更不是很多
人所想象的，如果这一局柯洁执白就能
击败对手。

在年初人工智能网棋横扫人类高
手的对局里，人类高手认为，它在官子
阶段会“习惯性”地略有退让，对于人工
智能而言，它需要考虑的，仅仅是能不
能赢下这场比赛，赢多还是赢少，对于
它而言没有意义。弈至中盘，柯洁在局
势不利的情况下尝试屠龙，却被白棋简
单做活后，观战室里的众棋手一致认
为，胜负其实已经失去了悬念，剩下的，
不过是在官子阶段，柯洁究竟能够追回
来多少的问题。就像棋圣聂卫平所说，

“柯洁跟阿法狗，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
棋手了。”

柯洁在赛后说：“阿法狗基本上每
步棋都是匀速的，所以后面我很清楚地
知道我要输。我自己也是尽了全力，确实
它下得太好了。开局就被对方捞了个角，
打乱了我的调子，后来整局就在对方的
控制下。现在的阿法狗，感觉跟去年的
时候，完全是两个人。第一次的时候还很
接近人类，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
像我理解的人类的棋。阿法狗基本上没
有弱点，接下来要赢只能去找bug（漏洞）
了。”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将于今日10：30
继续进行。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尽管拒绝了一半广告
植入广告仍超50家

《欢乐颂2》剧照

《欢乐颂2》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