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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节目大吹“民宿风”
慢综艺成各大卫视杀手锏
为什么卫视、明星都追“民宿热”？
这是个市场年增长率在60%以上的都市生活方式

记者发现，这几档真人秀节目吸引
了不少一线大牌艺人。参加了《中餐厅》
的黄晓明表示，这种慢综艺才是最适合
自己的，“因为最能表现我生活中的状
态”。之前也参加过不少综艺节目，但黄
晓明总是让人觉得格格不入。黄晓明承
认，自己在摄像机面前没有办法“秀真
人”，“我生活中一直是挺松弛的，有采
访或者摄影机对着我的时候我就会下
意识地去绷。”而在这档节目中，黄晓明
突然变得“可爱”起来。“王恬导演和我
说，这种‘慢综艺’才是最适合我的，因
为最能表现我生活中本人的状态。快综
艺的目的性很强，只要逗观众开心就
好；而慢综艺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去看你
的感受、你的行为和你的处事原则。”

在《亲爱的·客栈》里，刘涛也表示
当初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觉得两个人
连续 20 天去一个地方享受生活，感觉
挺好的。对于已经结婚 10 年的刘涛夫
妇，他们想找一个更平常的相处方式。

“可以说找到那种恋爱的感觉了。之前
是一种夫妻、亲人的状态，现在父母和
孩子都不在身边，你会觉得找到了一种
甜蜜的感觉。”刘涛坦言，这也是她和丈
夫王珂在节目中感受到的生活滋味。

当然，“慢综艺”同样面临着不小的
挑战。目前的内容几乎是清一色的做
饭、经营、闲聊，容易落入俗套，更有可
能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有业内人士指
出，“慢综艺”不能只停留在生活方式的
记录，而要在内容和情感上下工夫，进
行新的优化。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全市环卫工作者：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秋菊逸彩。在党的十九大胜

利闭幕之际，我市迎来了第22个环卫工人节，市城管
委谨向辛勤工作、默默奉献在全市环卫工作岗位上的
广大环卫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并向
理解和支持你们的家人，以及关心支持环卫事业的社
会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市容环境卫生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良好的市容
环境卫生是展现城市形象、彰显城市文明、提升生活
品质的有效载体和具体反映。环卫工作者是“城市的
美容师”，是城市环境卫生的守护者。长期以来，我市
广大环卫工作者，为了清洁大街小巷，为了扮靓千年
蓉城，顶酷暑、冒严寒、迎风雨，起早摸黑，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辛勤劳作，默默奉献，为千家万户创造了整
洁、有序、美化的生活环境。你们是光荣的“城市美容
师”，你们倾心尽力的劳动成果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
神得到了全市人民的广泛赞誉。

当前，我市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
神，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市容环
境卫生作为城市管理重要组成部分，任务更加艰巨和
繁重。衷心期望全市广大环卫工作者继续保持和发扬
勇于吃苦、甘于奉献的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再展风
采、再创佳绩，努力推进城市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加
快打造“干净有序之城、美丽宜人之都”，为建设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祝全市广大环卫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万
事顺意、阖家幸福！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1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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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环卫工作者的慰问信

著名诗人梁平最新诗集《家谱》出版
“从殷商一大堆甲骨文里，找到了‘蜀’。东汉的许

慎说它是蚕，一个奇怪的造型，额头上，横放了一条加
长的眼眶……”近日，著名诗人、《青年作家》主编、成
都市作协主席梁平的最新诗集《家谱》出版，这本诗集
收录了梁平近年来对家乡重庆和目前生活地成都的
诗样解读。“我的写作有很强的地域性，我是希望构建
我自己的诗意地理学。我很多作品很刻意写重庆，写
成都。我这些年‘流窜’于两个城市之间，已经忽略了
家乡的概念，成都、重庆都是我的家。”

《家谱》收录了梁平近年创作的150余首诗歌，全
书分为“为汉字而生”、“蜀的胎记”、“巴的血型”三个
部分。“大部分是关于成都、重庆的诗歌，也有一些其
他城市、景点的作品，有一种家国情怀。”梁平说，之所
以取名《家谱》，是因为这里面集结了自己文字的血
缘，情感的埋伏，故乡和家国基因的指认。“家对于我，
是我一生写作的土壤。我敢肯定地说，我以前、现在以
及以后的写作，绝不会偏移和舍弃这样的谱系。”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伍文韬

“快综艺”紧张紧张、、压力压力、、快节奏的生活快节奏的生活，，成就成就
了了““快综艺快综艺””这个初期产物这个初期产物，，筛选出节目最精彩的部筛选出节目最精彩的部
分让观众目不暇接分让观众目不暇接，，让受众在精彩的竞争与游戏中让受众在精彩的竞争与游戏中
解压解压，，亮点在于亮点在于““好看好看”。”。

“从前的日
色变得慢，车、
马、邮件都慢，一
生只够爱一个人
……”歌曲《从前
慢》中的“慢生
活”，逐渐成为这
几年大众生活的
潮流。而在今年，
这股“慢生活”也
开始侵蚀荧屏。
《向往的生活》
《中餐厅》《亲爱
的·客栈》《青春
旅社》《漂亮的房
子》《三 个 院
子》……不设限、
无任务，主打安
静观察的“慢综
艺”迎来大爆发，
更多此类节目的
制作计划也出现
在 各 大 卫 视
2018 年的节目
推广会上。

成都商报记
者发现，虽然几
档“慢综艺”节目
口碑褒贬不一，
但收视都排名前
几位。这类体验
经营节目为何突
然火起来？记者
联系上这一系列
节目的相关负责
人，听听他们如
何看待这股综艺
节目的“民 宿
热”。

“慢综艺”当快节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当快节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受
众对于紧张感众对于紧张感、、戏剧化戏剧化、、冲突与矛盾渐渐产生疲态冲突与矛盾渐渐产生疲态，，转转
而喜欢在宁静中找寻惬意而喜欢在宁静中找寻惬意，，于是于是，，更具鸡汤治愈效果的更具鸡汤治愈效果的

““慢综艺慢综艺””应运而生应运而生，，其精髓在于其精髓在于““有味有味”。”。

“快综艺和音乐类节目都差
不多了，国内综艺节目总难打破

‘红不过三季’的魔咒，眼下慢综艺
对国内观众而言还是新鲜货，这
两年肯定会往这个方向倾斜。‘快
慢综艺’的节奏更迭源于受众审
美心理的改变，这是行业内公认
的事实。”圈内人士告诉记者。

所以在《向往的生活》里，黄
磊、何炅等人在北京城郊过起了
田园生活；《中餐厅》则安排赵
薇、黄晓明等在泰国经营小餐
厅，做做美食，聊聊天气。“快综
艺是快节奏社会的初期产物，筛
选出节目最精彩的部分让观众
目不暇接。慢综艺则是快节奏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走
累了，总要停下来静静心。节目
中人物之间的矛盾过于突出的
时候，观众的抗拒心理就呈现出

来，轻则给差评，重则放弃收
看。”在《亲爱的·客栈》节目监制
夏青看来，慢综艺实际上是在

“找一个平衡点”。“我们要了解
观众需要什么，了解观众的心态
之后再引领观众，让观众在节目
中找到舒适感。”

进入第四季度，以民宿类为
主题的“慢综艺”继续增多，如湖
南卫视《亲爱的·客栈》、东方卫
视《青春旅社》、浙江卫视《漂亮
的房子》、江苏卫视《三个院子》
等。“慢综艺包括两大类：以《见
字如面》《朗读者》等为代表的文
化类综艺和以《向往的生活》等
为代表的生活观察类综艺。最近
以《中餐厅》《亲爱的·客栈》等主
打经营的体验节目走俏，业内称
之为‘民宿热’。”湖南卫视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什么各大卫视不约而同打造与民
宿相关的真人秀节目？记者了解到，这与
韩国综艺节目有关。最近两年，以《三时三
餐》《新婚日记》《孝利家民宿》为代表的慢
综艺在韩国兴起，尤其是 6 月底在韩国
JTBC电视台开播的《孝利家民宿》大获成
功。对此，曾打造过《爸爸去哪儿》的金牌
制作人岑俊义坦言：“我们身边很多人选
择住民宿，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生活
方式，我一些以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的朋
友都辞职经营起民宿来。”江苏卫视的《三
个院子》便是由岑俊义制作。

数据显示，国内民宿市场每年的增长
率都在60%以上，2017年的交易规模预计超
过120亿元。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民宿和
客栈都已成为当前流行的生活方式之一。

《青春旅社》总导演黄斌告诉记者，开
民宿只是一种节目的表现形式。“我们主
要是考虑到开民宿可以让素人跟艺人相
处得久一点，让素人和艺人的关系慢慢发
酵，有助于他们敞开心扉聊故事，聊一些
正能量的经历。”

为什么会走红？
“快慢综艺”的节奏更迭源于受众审美心理的改变

为什么聚焦民宿？
这是当下年轻人
非常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

何以能吸引明星？
黄晓明：
最能表现我生活中的状态

快快 慢慢

湖南卫视《亲爱的·客栈》

东方卫视《青春旅社》

浙江卫视《漂亮的房子》

江苏卫视《三个院子》

《亲爱的·客栈》让刘涛夫妇找回那种恋爱的感觉

《青春旅社》

……
主打安静观察的主打安静观察的““慢综艺慢综艺””迎来大爆发迎来大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