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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除了综艺节
目，央视其他节目给观众的印

象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甚至内容
过于严肃，不够接地气。央视主持人
与卫视主持人相比，在生活中谨言慎
行，极少展示真实性格。近年来，这一
情况发生了变化，央视的各类报道都
加强了“走心”的程度，更加贴近老百
姓的接受视角，深入浅出的报道，让老
百姓喜闻乐见。此外，如“央视F4”等
一波出圈主持人，也带动了央视这一
主流传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报道的效
果更好。

可以说，“央视F4”的出圈，是粉圈
思维和社会化传播合力的结果。主持
人向社交网络明星、大V转化，带来了
极大的号召力。此外，他们之间的互
动，也在社会化传播的作用下，巩固了
受众粘性。例如，最近康辉和朱广权
的互动，又狠狠刷了一波热度。11月
中旬，朱广权在微博转发网友发布的
一张神似康辉的松鼠图片，并评论道：

“太过分了，怎么能放生图呢？”当时，

有网友呼吁身为“领导”的康辉现身反
击，没想到，朱广权随后发了一条央视
播音部的群聊记录，聊天中显示康辉
看了图片说：“准备让朱广权值一个礼
拜手语班。”

此外，互动也体现在主持人和普
通观众的交流上。康辉的第一期Vlog
视频发布后，被网友指出“Vlog”发音
错了，主播读错字，要罚款！没想到，
在下一次Vlog拍摄中，康辉很快纠正
了发音错误，并在视频中问网友：

“Vlog这次的发音对了吗？”
有网友把“央视F4”在各类节目中

的表现做成了表情包，这些主持人也
都十分支持，今年，朱广权在“记者小
朱贺新春”表情包上线时，还cue了康
辉：“我觉得康辉比我更适合做表情
包。”网友也十分配合朱广权的建议，
康辉的表情包也火了一把。

当全国最大、最权威的新闻平台
努力贴近人民群众，变得更加接地气
时，谁再敢说年轻人不爱看新闻？

本报综合消息

今年以来，有多部翻拍自国外电影的
国产影片公映，其中包括改编自韩国电影

《蒙太奇》的《你是凶手》，改编自韩国电影
《伟大的愿望》的《小小的愿望》，但从口碑
和票房来看，几乎全部折戟。前日，翻拍自
2015年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的国产影片

《误杀》全国公映，短短两天时间，该片就收
获一片赞美。有观众认为，这部影片保留
了原版电影的基本框架，又能在很多细节
上创新，是一部很靠谱的翻拍电影，甚至有
观众认为，该片可称为是“翻拍国产电影的
典范”。《误杀》公映两天，票房接近 1.5 亿
元，成为这周公映的新片中最抢眼的一部。

最早版的《误杀》是 2013 年由印度吉

图·乔瑟夫自编自导的，使用的是印度方言
对白，虽然故事情节很出彩，但由于看过的
人不多，所以影响力有限。2015年翻拍的

《误杀瞒天记》由于有阿贾耶·德乌干和塔
布等大明星的加入，影响力大增，影片公映
后票房很好。国产翻拍版《误杀》就是根据
这个版本改编的。

《误杀》由陈思诚监制，柯汶利导演，肖
央、谭卓、陈冲等主演，影片保留了《误杀瞒
天记》的故事基本框架，比如肖央饰演的李
维杰一家四口的人物设定，陈冲饰演的女
警察局长拉韫一家三口的人物设定。片中
李维杰女儿不小心“误杀”了拉韫儿子以及
将之埋在家里后院地下等重要情节点也保

留了下来。尤其是影片中最精彩的李维杰
采用“视觉障眼法”瞒天过海证明案发时一
家人“不在场”的推理过程，都在国产片中
一一呈现。可以说，影片将《误杀瞒天记》
精华都保留了下来。

但《误杀》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而是
在很多地方都加入了新的情节，以便能够
给观众新鲜的感觉。影片在很多细节上都
跟《误杀瞒天记》不同，《误杀瞒天记》中李
维杰一家去外地“听大师讲经”的情节被

“看泰拳比赛”所取代。这个情节上的改
动，让故事充满了动作性和情感张力，也导
致影片在立意和主题上也跟《误杀瞒天记》
有所不同。 本报综合消息

从 2018 年央视春晚上吟诵边塞诗“黄
河远上白云间”，到2019年江苏春晚上高唱

“滚滚长江东逝水”，再到2019年12月13日
的首届非遗相声大会上一句“一骑红尘妃子
笑”，冯巩与搭档贾旭明、邹僧合作表演的

《我爱诗词 3》转型以“快递外卖”为主题，
“笑果”令人叫绝。

压轴亮相非遗相声大会

12 月 13 日晚 9 时许，身穿大红色礼服
的冯巩出现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舞台
上。作为一连6天首届非遗相声大会的最
后一个节目，冯巩一上场就先抛出在央视春
晚上的那句经典开场白“北京的父老兄弟姐
妹们……”未说完，就被台下的观众朋友们
迫不及待地接上话茬“我想死你们了”。继
而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紧接着，冯巩手持话筒，向观众挥手示
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掌声无所谓，
喊声不能停。”这一句一出，爆笑全场。冯巩
的搭档贾旭明给他出题，“今天的古诗词大
会，我出一些比较有技术难度的题……请听
题，古诗里有堵车的吗？”冯巩不慌不忙地回
答说，“有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
毛衰。你想啊，这小时候开车就出来了，到
老了才回家，在路上堵了一辈子呀……”

“快递外卖”成主题笑点

北京青年报记者留意到，冯巩与贾旭
明、邹僧在 2018 年的央视春晚上，你问我
答，对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
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
唐代边塞诗；到了2019年江苏春晚，三人以

“长江”为主题，冯巩现场还高唱“滚滚长江
东逝水”。

这次的非遗相声大会上，三人最新创作
的《我爱诗词 3》则以“快递外卖”为主题笑
点。例如，贾旭明提问，“古诗里有快递？”冯
巩对答，“有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
荔枝来。你看这八百里闪送荔枝，妃子一笑
获得五星好评。”贾旭明紧接着又问，“外卖，
有诗吗？”“有啊，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
久不开。外卖小哥敲门，发现主妇不在家，
于是将外卖放门口了……”冯巩回答道。

就在此时，一旁的邹僧向冯巩耳语道，
“师父，幸亏他问的是外卖，他问导航就麻烦
了。”冯巩说，“这有啥麻烦的，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呀。遥指就是北斗导
航。”“那这导航需要手机呀，手机有诗吗？”

“有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低头族，
就是从李白开始的……”

“让年轻人上春晚是我们的责任”

冯巩在后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把优秀的诗歌及传统文化继
承下来，让大家都喜欢、熟读，是其作为演员
的责任。“将这部新作在非遗相声大会上拿
出来亮亮丑，让大家提提意见，我们叫做‘择
择毛’。”冯巩笑着向记者表述了此行目的。

和前两部相比，在冯巩看来，《我爱诗词
3》相同的是喜剧结构，不同的是人物关系。
冯巩认为，相声是以喜剧语言为表象，但它
的深层是喜剧情节、喜剧结构及喜剧细节，
通过语言产生的喜剧性格，它才有张力，“你
看马三立先生演的相声，既是本我，又是他
我。他也有喜剧性格，我愿意向大师学习、
致敬。”

记者注意到，连续33次亮相央视春晚，
被称为春晚“相声小品专业户”的冯巩，并未
亮相2019年央视春晚。对于“缺席”，冯巩
向记者解释，“这不叫缺席，让年轻人站在春
晚舞台上，是观众的期盼，也是我们（老演
员）的责任。有句话叫做‘化作春泥更护
花’，年轻人都成长起来，多好呀。我也希望
年轻的演员能够层出不穷。 本报综合消息

《我爱诗词3》
冯巩新解“快递外卖”

“央视F4”组团出圈

谁说年轻人不爱看新闻？

《误杀》被赞国产电影翻拍典范

这年头，影视娱乐圈流行组团出圈，前有“TF
老 boys”“白龙冠天”靠着话题营销赚尽粉丝眼
球，后有“叔圈 101”凭借过硬演技征服年轻观
众。如今，主持界也开始玩出圈，更有意思的是，
这帮出圈的主持人居然来自央视！

近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布央视《主持
人大赛》的拍摄花絮，被网友称为“央视F4”的康
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终于合体，登上热
搜榜。不少观众都认为：央视越来越接地气了！

四人中，“大哥”康辉的蹿红速度出
奇快。今年 7 月 25 日，康辉在《新闻联
播》中掷地有声地播报了一篇名为《究

竟谁在全球到处欺侮恫吓他人？》的国际锐评，文
中提到美国无理指责中国破坏世界和平的观点

“荒唐得令人喷饭”。随后，“令人喷饭”成为刷屏
热词，10小时内，单平台微博阅读量高达1.4亿次，
引发4万多次讨论。随后，康辉在全媒体报道的一
系列尝试，让他成为今年下半年最红的主持人。
前天，康辉又登上了热搜榜——他20多年前在央
视播报新闻的一组资料视频在网上疯传，网友纷
纷夸赞康老师“专业又帅气”。

康辉1972年生于河北保定，本科毕业于北京
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大
学。此前，康辉给观众的印象是一本正经、不苟言
笑地播报《新闻联播》，即便主持央视联欢晚会，他
的风格也和轻松、活泼的综艺感无关。但是，今年
不少观众发现，康辉变了，甚至央视新闻也变了。

今年7月29日，央视新开了短视频栏目《主播
说联播》，央视《新闻联播》的康辉、欧阳夏丹、李梓
萌、海霞等主播悉数发表短时评。其中康辉的一
堆视频都红了，例如，他活用了当时黄晓明在《中
餐厅3》中的“明言明语”评论美国一些政客：“美国
一些人总是一副‘霸道总裁’的做派：我不要你觉
得好，我要我觉得好。这都什么年代了？在利益
深度交融的今天，我要是不好，你能好到哪里？如
果有些人不想一起创造美好，那我们也没时间陪
你作，因为我们要忙着做好自己的事，向着美好继
续奔跑。”此外，康辉的吐槽还接连带火了“搅屎
棍”“怨妇心态”“羡慕嫉妒恨”等热词热语，微博热
搜一个接一个。很多人点开《主播说联播》，就是
为了听康辉“怼人”，康辉因此被网友封为“当代怼
言大师”。有青年人说笑：“没想到我有一天也会
追央视！”

康辉在今年的第二波走红潮发生在《主持人
大赛》播出期间，他作为点评嘉宾参加了节目。节
目还未开播时，他在录制节目过程中和主持人撒
贝宁的互动花絮就火遍社交网络。视频中，康辉
吐槽撒贝宁读错了“怼”字的声调，要罚200元；当
撒贝宁说自己是盛世美颜时，康辉怼道：“你是手
机美颜吧。”他和撒贝宁在后台的不少花絮，被节
目组做成短视频在社交网络传播，例如，解释主持
人上台前会不会吸氧的话题，就在社交网络获得
了极高关注。

康辉的第三波走红潮与他在传播模式上的探
索有关——拍 Vlog。从 11 月 9 日开始，康辉拍摄
的Vlog接连在“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布，主要内
容是他跟随国家访问团到希腊、巴西访问时新闻
报道台前幕后的故事，顺便带火了他装满报道工
具的行李箱、“秘密武器”补光灯以及沉迷于抢镜
的同事。在康辉的Vlog中，网友们不仅通过平民
视角接受了新闻信息，也感受到了康辉的专业。

可以说，一档《主持人大
赛》，让“央视F4”成功出圈。然

而，出圈之前总有积累，除了康辉之外，
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都已是凭借各
自特色颇受观众喜爱的央视男主持人。

不少观众熟悉撒贝宁是他早年主持
《今日说法》。之后，撒贝宁进军综艺界，
主持过央视的几档知名综艺，如《经典咏
流传》《加油！向未来》《挑战不可能》《出
彩中国人》等。而真正让撒老师出圈的
是他在《明星大侦探》中担任常驻嘉宾，
谁都没想到，一个严肃正经的普法主持
人背后，居然藏着一个“梗王”，正因为这
档节目，他有了“狗头侦探”“芳心纵火犯”
的称号。

而朱广权无疑是央视新闻频道主持
人中的一朵“奇葩”，段子张口就来。有
次，观众在节目中问他们什么时候放假，
没想到朱广权随口就说了条段子，成了
当年的流行语：“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
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由于张口

就来段子，可愁死了手语老师。在《主持
人大赛》中，撒贝宁还用朱广权做了梗：

“现在中央台招手语老师，他们一听是朱
广权的节目，不去！有生命危险！”最近，
央视手语翻译周晔接受采访时说笑评论
朱广权：“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下来之后
给他一巴掌！”这个梗也出圈了，在B站，
朱广权与手语老师的恩怨情仇随处可
见。

最后一位是最近被称为“四字弟弟”
的尼格买提。尼格买提2006年进入央
视，之后主持了《开心辞典》《开门大吉》

《星光大道》等节目，连续五年主持央视
春节联欢晚会，是央视综艺界冉冉升起
的新生力量。尼格买提在“央视F4”中，
是弟弟一般的存在。最近，康辉在录视
频时，被问到要不要带上他们的“四字兄
弟”，康辉装傻说：“我就记得有欧阳夏丹，
那不是兄弟啊！”这个梗也被尼格买提发
了微博：“心一凉，从此心中再无三字和
二字哥哥。”

A 康辉频频登上热搜

主播互怼笑翻网友B

接地气更加受欢迎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