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报道说，北京卫视的《跨界歌王》收视率今年
出奇的低。确实，从我身边的同事、朋友以及我微博
关注的博友来看，除了我，似乎无人在看这个节目。

我为什么还在看？一句话，人老了，念旧。
但太念旧了也不好，比如这个节目，我每一季

都看，也就非常清楚它为什么会没落了。很简单，真
是一季比一季唱得孬，人也请不到了，比如小沈阳，
至少来了三季了，郑恺，两季了，于毅，两季了，陈建
斌，两季了，李小萌，两季了。每次打开电视，都误以
为是在看重播。

先说说小沈阳

我对小沈阳没什么偏见，虽然我不太喜欢二人
转，但他第一次来这个节目的时候，唱的那首《一生
所爱》我还是很喜欢的。虽然用的普通话版本，在吐
字和节奏上比粤语版本差了那么一丢丢，但他胜在
会讲故事，讲了年轻时对周星驰的喜爱，对《大话西
游》的痴迷，当然也顺带着讲了一下他和妻子沈春
阳之间的爱情故事啦。所以，当背景起，当朱茵站在
城楼上，周星驰一脸怅惘地对她说起那段著名的台
词：“曾经有一段爱情摆在我的面前……”小沈阳咬
字略重地唱起“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
／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那
一刻，你根本分不清是为青春岁月时这部电影带给
自己的回忆感动，还是被小沈阳认真又诚挚的态度
感动，总之那一刻，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当然，这首歌让小沈阳获得了很高的分数。可
能也是尝到了甜头，从此以后，小沈阳在这个节目
里每唱一首歌就要讲一个故事，关键是故事种类又
不多，不是讲沈春阳当年和他一起怎么吃苦，就是

“东北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根儿”，然后尽唱一
些有东北元素的歌。但是他唱的毛不易的《东北民
谣》唱得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毛不易写的，吓得我赶
紧去确认了一下，以安抚我那颗被惊到了的心。

真的，虽然专业评委和现场观众似乎很吃他
那一套，但作为一个不专业的普通观众，我真的好
想把小沈阳淘汰了呀。他这么会讲故事，那还唱什
么歌呢，直接办个故事会不就完了吗？

再说于毅

于毅演的电视剧我都不喜欢，但他唱的歌还
行，比起其他演员，确实是“被演戏耽误了的歌手”，
功力还算深厚。

比起小沈阳和郑恺偶尔的得瑟，于毅在节目里
态度一直都很谦恭，无论所谓的专业评审说什么，
他都认真倾听一一笑纳。

但是吧，于毅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听他唱歌，
你会觉得都很好，但好在哪里，又说不出来。最后我
终于明白了，对，就是他唱得是好，但就是不太能打
动你。可能就是太完美了，反而找不到共鸣的入口。

最后说说薇娅

薇娅现在已经红到你随便打开哪个台，都能看
到她的地步。湖南卫视就不说了，她的出镜率已经
远远超过张杰了；连浙江卫视的《王牌对王牌》都有
她！我不是很仔细地估算了一下，中国四大卫视，除
了东方卫视，其他三个她好像都上过。

看得出来，薇娅确实是一个非常拼命的人，对
自己要求也很高。所以我很能理解当她排练时被批
评节奏不准、像在唱流水账，以及后来指导老师问
她为什么要这么逼自己时，她潸然泪下的心情。是
的，一个完美主义者，从来不由自主地就会把自己
逼到绝路，绝不允许自己得过且过。想想去年冬天，
李佳琪还和薇娅并驾齐驱，但现在，还有多少李佳
琪的消息？

但很多东西是拼命也强求不来的。既然是比赛
唱歌，看的还是唱功。李治廷的《平凡之路》当然也并
没有多好，但再怎么样也比薇娅好很多吧？薇娅唱
的《岁月神偷》，一直在看提词器，一直在赶节奏，
但居然被很多男性专业评审点评为“听出了你的
故事”。耳朵这么好使，咋不去演《风声》呢？（夏周）

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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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大会》大概是目前市面上
最敢说同时颜值又最低的节目了。

有多敢说呢，连爱豆都敢diss一轮，
胆子是不是很大？别的节目都缩手缩
脚，就只有《脱口秀大会》 的段子手，
披着讲笑话的皮，说了一些真话实话。
颜值有多低呢，看看他们的老板李诞
就知道了，他们的颜值天花板，可能
是别的节目的地板。

张博洋是我最喜欢的选手，颜值
也不高。小眼睛，戴着很厚的黑框近视
眼镜，非常像程序员，加班熬夜很多那
种。一上来关于“崇洋媚外”的梗就把
现场整燃了。这个梗铺垫很好，说现在
崇洋媚外的标准降低了，过去只有觉
得外国一切都好的人才说他崇洋媚
外，现在只要觉得国外有任何可取之
处的就是崇洋媚外了。张博洋举了个
例子——有个医生说小孩的早餐要吃
肉蛋奶不要吃粥，结果被骂上热搜，说
吃肉蛋奶是崇洋媚外。

张博洋是怎么反驳的呢。小眉头
一皱，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唉，我头
天晚上刚吃了红烧肉、松花蛋、双皮
奶！吃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我吃的是
一顿西餐啊！”哈哈哈哈哈，绝了。

一大段排比举例口吐莲花：“你有
什么立场批医生？你自己打开苹果或
者谷歌公司开发的手机系统，通过专
利至今仍属于澳洲政府的wifi技术，把
辱骂性文字发送到由蒂姆·伯纳斯·李
教授开发的互联网上！”

铺垫了这么长，张博洋的小眼睛
射出闪电般的光芒，最后一句掷地有
声：“这么抗拒现代文明成果，你为什
么要当键盘侠，你去当算盘侠啊！”

干得漂亮啊，张博洋！
结果这边刚耀武扬威完，马上眼神

就怂了，“虽然他们的逻辑很荒谬，但
我从来不敢跟他们正面交锋。”嗯，可
以，用最怂的语气说最刚的话。（陈宇）

3030岁演高中生岁演高中生，，
谭松韵可以谭松韵可以！！

可怕呀，谭松韵都30岁了还
在演高中生！更可怕的是，毫无
违和感！

谭松韵是谁？就是那个在
《旋风少女》里和吴磊弟弟谈甜
甜的恋爱的那个啊。当时吴磊不
过十五六 岁，谭松韵二十五六
了吧。现在谭松韵都30岁了，还
可以在《以家人之名》里和20岁
的宋威龙搭恋爱戏，还不是姐弟
恋，是兄妹恋的关系，并且有点

甜。谭松韵个子矮，要踮起脚脚
去亲宋威龙，要助跑起跳，一下
挂在宋威龙身上。宋威龙呢，人
又高手又大，居高临下一只手伸
过去把谭松韵的脸揉得皱皱巴
巴……

谭松韵真是长了一张少女
脸，脸型是我们说的那种苹果脸
圆啾啾的，下巴儿又有点尖，就
像那种刚刚开始抽条的女孩。眼
睛圆、鼻头翘、嘴唇薄而小，只要

胶原蛋白不流失得过快，眼神控
制点，骗得到观众的。

至于宋威龙么，是根木头，
很帅的木头。

《以家人之名》讲的是，三个
异父异母的小孩一起陪伴成长
的故事。虽然这种兄妹变情侣
的 桥段有点刻意且老套，不过
有件事倒是真的，有血缘关系不
一定是亲人，没血缘关系也有可
能相亲相爱。

爱死《这！就是街舞》了。
爱双王队长，王嘉尔两个八

拍之内必然起飞，王一博呢，一
个八拍之内肯定下地，几个眼花
缭乱的地板动作下来，就把全场
地面擦得干干净净了。

爱这些街舞选手，虽然每次
我都是瘫在沙发上或者床上看
的，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地跟着
蠕动两下。真的，看了这些街舞
选手的动作，我发现人家的手才
是手，跳个甩手舞可以把手甩成
电风扇；人家的脚才是脚，脚趾
拇都可以跳舞。做那些技术动
作，一下一下地往地上生砸，看
得我幻肢痛。跟他们比起来，我
就是残废。

不过我最爱节目里面的川
普，攻陷了节目组的川普。

这季街舞选手分成四个赛
区，其中一个是西部赛区，选手
很多都来自四川。只要一到这
个赛 区，整个节目的画风就要
走歪，一瞬间就要从年轻潮流
酷帅变成欢乐喜剧人。海选的
时候，选手盖盖很紧张，王嘉尔
提议你挽着我走一圈放松？底
下绿衣服的女选手立刻雀跃
了：“嗨呀，走噻！”然后继续发
花痴：“我要和王嘉尔‘逛该’！”

这个“该”字一出，我立刻笑崩
了，这位选手你是要怎样，穿着

“拖孩”和王嘉尔逛“该”吗？
然后又有选手出来表扬王

嘉尔平易近人，没有大明星的
架子，他是这么说的呢：“就跟
我在串串摊认识的朋友一样。”
这个灵魂比喻，只有我们这种
隔三差五就要去路边摊吃串
串，跟人打招呼，认识陌生朋友
的人才懂！

成都街舞的OG肖杰也很好
笑。海选第一轮没有被王嘉尔选
上，采访的时候他真是可爱到我

了：“当时我想哭啊，但是这么多
人我不能哭噻，绷起！”这个“绷
起”我爱了，内心已经碎成渣表
面上还云淡风轻，哈哈哈哈哈。
还好王嘉尔给了他掰头的机会，
一掰头，这个想哭的男人瞬间就
满血复活了！

一旦比赛起来，现场氛围就
特别紧张。底下就有人大声喊深
呼吸，西部赛区的选手也跟着
喊：“森夫吸！”王嘉尔也跟着喊。
不过王嘉尔你没有喊对哦，第一
不要卷舌，第二hf要不分。

来，跟我一起森夫吸！

《《这这！！就是街舞就是街舞》》里的里的““川普川普”，”，
简直让我笑崩简直让我笑崩

《《脱口秀大会脱口秀大会》》
虽然颜值低虽然颜值低，，

但敢说呀但敢说呀

小沈阳这么爱讲故事小沈阳这么爱讲故事，，
别唱歌了别唱歌了

直接办个故事会行不直接办个故事会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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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开发区标准厂房出租85730559

声明·公告
招 聘

我公司招聘销售主管，销
售员多名， 大学文化， 女性
25一35岁。

徐先生，电话13882025930
成都億康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科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
公司工会， 原法人周彪私章（
编码：5101085045467） 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武隆商会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 （核准号：J651012254
2101，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成
都分行 ， 账号 ：431020100101
33384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天府新区
籍田小学附属幼儿园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代码
52510100674348783L，经决定
同意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申
报相关债权债务事宜。

公 告
周焕成 （男， 一九三六年十月
一日出生，生前公民身份号码：
510102193610017910） 于二一
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四川省成
都市律政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
【公证书编号：（2018）川律公证
内民字第18300号】， 该遗嘱确
认将位于成都市菱窠东路62号
2栋1单元5楼01号 （中化锦城项
目） 住宅中属于周焕成的份额
由周丽（遗嘱继承人）继承。现
周丽（遗嘱继承人）向我处申请
办理遗嘱继承公证。 如利害关
系人有异议， 请于10日内以书
面形式告知本处。 电话：028-
86285111；地址： 成都市少城
路27号少城大厦五楼

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

●成都市解氏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 （编码：510100954126
4）遗失作废。
●成都锐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白锐法人章（编号：5101075335
798）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宏得松立智能泊车管理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C6F4C60） 经股
东 会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债
务 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金牛区金法皮具经营部王金
法法人章（编号：51010090025
49）、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5101009002548）、公章（编号：
5101009002547）遗失作废。
●成都跑车帮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张霞法人章（编号：51010602
40707）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利众恒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杜贤红法人章（编号：510122
5128082）遗失作废。
●成都中天医药咨询服务中心
公章（无编号）遗失作废。
●本人罗文宗因伤于2018年4
月14日住成都市天府新区人民
币医院治疗，2018年5月23日
出院。 后因办公室失火， 损毁
全部住院发票 ， 发票编号 ：
542535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欧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李
囿蓉法人私章（编号：51010950
9001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兴中鑫翻译导游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 上网雷电法人章
（印章编号 ：5101040019634）、
上网刘小满法人章（印章编号：
5101040019633）遗失作废。
●成都科芯融创科技有限公司
李健法人章 （编号：51010094
30527）遗失作废。
●彭州市天彭镇华丽机械加工
厂公章 （编号：510182901236
6）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8
29012367）遗失作废。
●成都市碧之田园农业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 ：510113506102
6）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1
35061207）米崇斌法人章（编
号：5101135061029）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智博挖机
租赁部杨丽丽法人章 （编号：
5101120067821）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120067820）财务专
用章（编号：5101120067819）遗
失作废。

●成都中远投资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55
898183XR） 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公章（编号：510109502558
0）遗失作废。
●四川科瑞远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95161
996）遗失作废。
●成都宾之果商贸有限公司法
人章 （刘庆） 编号：51011200
43081，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鑫达铭商贸有限公司任
海林法人章 （编号：51010600
90384） 财务专用章 （编号：5
101060090383）遗失作废。
●金牛区鑫锦业通信设备经营
部公章 （编号：510106012023
3）遗失，声明作废。
●成华区鑫嘉美家用电器经营
部公章 （编号：510108523639
0）遗失作废。
●成都诺嘉信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唐波法人章 （编号：510107
5075400）遗失作废。
●四川大潮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曾珍法人章（编号：51010999
71116）遗失作废。

●金牛区乐欣源建材经
营部公章（编号：510106
0158176）遗失作废。
●成都三百州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60386501） 遗失
作废。
●成都凌逸房地产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公章 （编
号 ：5101085114796） 遗
失作废。
●成都康之佳乐帮大药房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00994139）
遗失作废。
●成都菲曼系统门窗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0MA689R9Y31遗失作废
●成都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于2015年4月29日开据龙城1
号81栋1单元902号房（安琪） 契
税收据，金额：60123.46元，收据
编号0023273，遗失作废。
●武侯区觅蜜果饮食品店财务
专用章 （编号 ：510107515972
0）、公章（编号：510107515972
1）、魏杰法人章（编号：51010751
59722）遗失作废。

●成都云锋投资有限公司出具
给杨洁铭购买金都华府二期B
区3-1-18-6的购房收款收据编
号0011226，（收据上面日期 ：
2017年6月11日） 金额314183
元，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乐丰投资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567430566
06， 代勇法人章编号：5101008
020857， 财务专用章编号 ：
5101008020856遗失作废。
●成都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于2015年8月10日开据龙城1
号6-（-1）-146车位（安琪）房款
收据，金额：124200元， 收据编
号0079798，遗失作废。

●成都鑫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954
33334）遗失作废。
●四川星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95583340）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955
83341）遗失作废。
●成都置凯实业有限公司开具
给成都宏图基业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的履约保证金收据遗失，
编 号 ：NO.0014370， 金 额 ：
110900.00元，特此声明。
●四川蜀之郡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原法人唐诗雨法人章（编
号：5101135059138）财务专用
章 （编号 ：5101135059136）均
遗失作废。

●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人民政
府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099
06751）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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