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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东方卫视推出的一档综艺节目《花样新世界》引发了有关代际沟通的诸多讨论。

倪萍、张晨光、范明三位老艺术家在节目中拍抖音、玩国潮、打卡网红场所……不断解锁
网络世界的新技能，收获了许多奇妙的经历。他们身上的岁月痕迹，与新潮的青年文化形成了
有趣的反差。节目在解答老一代群体对潮流文化的困惑的同时，也促进了代际情感沟通。

荧屏趣对代际，等一等身后的长辈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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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艺

对
话

感知新时代青年真实的内心

这是一档挺“折腾人”的节目：让不会跳
舞的人，来一段街舞；让第一次听 rap（说唱
乐）的人，非得学上一段……而被“折磨”的
对象，还是三位家喻户晓的艺术家：知名主
持人倪萍、演员张晨光和演员范明。他们同
时被这部名为《花样新世界》的节目选中，成
为“被折腾”的对象，原因只有一个：年龄大。

客观地说，他们的年龄算不上很大：倪萍
60岁、张晨光 63岁、范明 55岁，但在网络世界
的“原住民”———“90后”、“00后”眼中，他们无
疑是“网络小白”。在 12期节目中，三位“老艺
术家”跟着 90后歌手朱星杰、黄子弘凡，认识
了一群网络短视频达人，感受年轻人的潮流文
化，并完成了短视频的拍摄任务。在学网络语
言，体验无人驾驶、虚拟偶像、动态捕捉，感受
无人酒店，尝试失重餐厅，玩转国风文化、游览
潮人集市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解锁网络世界的
新技能，收获了许多奇妙的经历。

为了体验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国潮文化，

三位嘉宾来到武义璟园古民居博物馆，他们
的任务是根据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演绎短
视频。在那里，他们结识了传播汉服文化的
网络红人“汤圆姐姐”。2018年她以一组“唐
朝仕女”吃汤圆的图片爆红网络，她把自己
扮成唐朝女子面对一碗汤圆欲拒还迎的姿
态，让人忍俊不禁。此外还有喜欢汉服文化
的颜值时尚达人彭十六、我国首个新国风数
字乐团“嗨的乐团”、礼衣华夏超模队等。

三位嘉宾跟着他们边体验、 边学习，并
模仿“汤圆姐姐”学做“表情包”。第一次挑战
古装扮相的倪萍感慨：“这些历史人物在我
们眼里原本是厚重的，服饰、衣着、头型、发
型、妆容，都是一个表面，但是没想到这些有
志向的孩子会把背后的东西挖掘出来。”

在《花样新世界》中亮相的网络达人在
当下年轻人群体中都是备受喜爱的“新星”，

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但在老年人眼中却是截
然陌生的年轻人，通过这个节目，他们向广
大观众展现了自己的才艺， 有的擅长歌舞，

有的在语言、科技、手作等方面有独特的才
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上都充满了正能

量和年轻人积极的价值观。

在东方卫视主持人、 该节目制片人陈辰看
来， 当老一辈抛开一些成见去拥抱年轻人的世
界，可以感受小一辈的喜怒哀乐，更能感知新时
代青年真实的内心想法。 正如张晨光在跟着李
昃佑做完直播之后所说：“用兴趣去连接上代和
下代，是一种最好的沟通方式。”

从电视到手机的跨屏互动

如今在网络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老
一辈不认可小一辈的潮流，而小一辈不认可老
一辈的守旧。”在《花样新世界》里，老艺术家们
不仅走进了年轻人的网络世界，他们的艺德与

人生经验，也令年轻人受益良多。比如倪萍告
诉张欣尧、姚大等网络达人，不要轻易地自我
满足，要不断努力，有更高的追求。

在一家高科技失重餐厅进行体验时，倪萍
发现只有年轻人带着孩子来尝新，却没有人带
着年纪大的父母前来。“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
为父母老了，不会赶时髦，也赶不上时髦，于是
任由他们在奔跑的时代中掉队，却未想过在自
己赶路的时候等一等身后的父母。” 一些年轻
观众看了这期节目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在节目中带领长辈们拍创意短视频的朱
星杰很感慨， 虽然这些活动对上了年纪的长
辈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但没想到他们这么敬
业，这么愿意积极学习新东西，也如此渴望融
入年轻人。“从来没有哪个时代， 像我们现在

所处的时代那样，发展如此迅猛，别说是老年
人，就是年轻人只要几天不上网，就会错过很
多热点，错过那些刚刚被发明出来的新词。在
拼命追赶潮流的时候， 我们却常常忘了自己
的父辈们，他们可能还停留在原地，被时代抛
得很远了。”

随着节目的播出，三位老艺术家录制的短
视频在抖音上的人气一路攀升，实现了从电视
荧屏到手机屏幕的跨屏互动，而这也正是这档
节目的初衷。 网络世界就像一个平行世界，电
视荧屏、网络视频、手机短视频受众的分化已
愈发明显，每一个世界里的人都未必了解另一
个世界发生的新鲜事。陈辰表示，制作这档节
目不仅想要引发大家对代际沟通的思考，同时
也想实践一次跨屏幕的沟通。

综艺节目不仅要“下饭”，还要给人营养
解放周末：作为一档电视真人秀节目，《花

样新世界》最终所呈现的更多的是三位嘉宾
的真情流露，还是他们的表演才能？

陈辰：他们在真人秀里并没有演，我们
所呈现的是他们面对年轻人和新鲜事物时
最真实的反应。按照节目的设置，他们要在
每一期节目里录制并发布短视频，他们像年
轻人一样摆弄表情，渴望被留言、被点赞。在
努力学习的过程中， 他们也谦虚地承认：我
们在一些网友的心里真的不如那些孩子。这
都是非常真实和动人的。

在第二期《一起看老妈》节目中，倪萍见
到一位年轻的农民歌手“菜棚哥”，坚持要给
他包饺子，她系起围裙和面，调白菜五花肉
的馅儿，捏饺子，最后还动情地流下了眼泪。

她说： 孩子小的时候就盼着他什么时候长
大，等到孩子真的长大了，离开父母了，又盼
着他什么时候回来。 爹娘和儿女的感情，是
不需要演的，自然就会有的。

我们并没有刻意地煽情，但一些动人的
瞬间就这样自然地闪烁其中。我很怕做一档
只能提供娱乐、给人“下饭”，而没有任何营
养与社会价值的综艺节目。

解放周末：综艺节目在给人以娱乐的同
时，还可以给观众提供怎样的营养？

陈辰：我觉得节目首先要接地气，要给
观众以共鸣，在此基础上再给人以新的知识
或者是思想上的启发， 体现时代的潮流，折
射时代的积极一面。我也希望观众在看了节
目之后，可以稍稍做出一些改变，比如年轻
人看了《花样新世界》后，能够更多地体谅、

了解自己的父母，多带着他们体验身边的新
鲜事物， 不要让父母被网络社会所抛弃。在
一个喧嚣的年代，作为一档主流媒体制作的
节目，更应该凸显主流价值。

解放周末：您近年来从主持人转型制作
人，制作了《闪亮的名字》等一系列综艺节
目， 制作人在一档节目中扮演着怎样的角
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陈辰：一档节目最初是由一个小团队进
行创意研发的，虽然这期间会推翻很多个版
本，但研发的过程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而接
下来将一个创意变成现实的过程就会比较
痛苦， 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理想的模式，模
式成立之后，要寻找合适的元素、搭建导演
团队、敲定演员。制作人在其中更多的是扮
演一个做判断和决策的角色，会面临很多的
选择和道路，并且要为每一次选择承担责任
和结果。

这些年，综艺节目的圈层化已经越来越
明显，看电视的人很少去看网络节目，看网

络综艺的受众则很少会看电视综艺。作为制作
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在节目制作
完成之后吸引更多的观众。

解放周末：成功的模式对一档综艺节目至
关重要，在您看来今后的电视综艺节目会有哪
些新的模式？

陈辰：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趋势是不能盲目
跟随的。过去我们看到了选秀节目、户外游戏
节目、棚内观察类节目，到现在职场节目，很多
欧美模式、 韩国模式在中国也取得了成功。但
现在国外综艺的优秀模式产出也在放慢速度，

即使想要借鉴，也几乎跟不上中国节目的出产
量了。现在所需要的是静下心来，观察与思考
观众究竟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在想什么，时代
的潮流是什么，然后从这个洞察出发，找到合
适的节目表现方式，而不是选择一个模式去简
单地模仿。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自己去研
发节目新模式的阶段了。电视节目不仅要满足
观众的需求，更可以引领他们的需求。

三位嘉宾感受年轻人
的潮人文化

他笔下的上海
迎着太阳

■ 李磊

陈钧德先生迎着太阳走了，他的身
影和灵魂融入那炫目的阳光，成为慰藉
我们心灵的斑斓色彩。先生的艺术之路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
波澜，经历了从觉醒到自信、从探索到
成形、从积累到崛起的艰辛历程。

1979年在上海举办的 “十二人画展”

可以说是中国美术觉醒的先声， 陈钧德展
出的是一幅油画 《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

略显空寂而忧郁的画面表现了岳阳路口梧
桐树下的一块空地， 这里曾经矗立过俄罗
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铜像。 这件情绪浓郁
的作品包含了贯穿先生一生艺术成就的三
个要素：人文精神、中国线条、明丽阳光。

整个 20世纪 80年代，先生沉浸在
对印象派色彩的消化以及中国油画自
我表达的探索之中。他画画喜欢先用群
青色起稿， 这是得自刘海粟先生的习
惯。先生年轻时一直追随林风眠、刘海
粟、颜文樑、关良等先辈，即使在最困难
的年代也是不离不弃。老先生们的言谈
举止、精神理想给了先生人生的文化底
色，他把这种底色又传给学生。先生曾
经对学生说：你们画得不要像我，你们
要找到自己的方法， 形成自己的面孔，

如果画得都像老师，你们的艺术还有什
么价值呢？先生自己也是这样，他把刘
海粟式的线条发展成与光影、色彩、情绪
更相融合的陈钧德式的线条。

陈钧德先生的创作强调色彩的表现
力。90年代，他加强了色彩的主观性表达，

他画的阳光更加炫目、画的山水更加酣畅、

画的静物更加温情。 先生曾经画过一幅非
常难得的雪景《雪后的襄阳路教堂》。他说，

雪开始融化的时候天气最冷， 怎么把这个
冷画出来， 那是本事。 他是这样要求自己
的，要把心理的和身体的感受画出来。

先生画画必须写生，他绝大部分创作
都是对景进行的。他写生不是看见什么就
画什么， 对象只是给他一个提示和启发，

他落下笔去画的还是自己的内心。先生笔
下的阳光要比大自然的阳光强烈得多，他
画的投影都是粉红色和紫红色的，因为他
释放心中光芒的愿望太强烈了。

两年前先生被查出身患顽疾，尽管身
体虚弱，但精神依然乐观。他有许多许多话
要说，有许多许多画要画。去年，当先生的
病情稍微稳定的时候，他说要再画一次上
海，再画一次他挚爱着的城市。他拿起油
画棒，走到南京路的高楼旁，走到华山路
的树荫下， 一处处都是他曾经画过的景
色，城市的形象在变，但先生表现城市的
色彩依然明亮，先生对城市的爱依然浓烈。

陈钧德先生迎着太阳走了。他一直在发
出光，这光的美丽、光的温柔、光的诗意一
直照耀着我们几代学生、 几代艺术探索者
和几代艺术爱好者。先生非常完美地融合了
西方的油画技术与中国的审美精神，这样的
人物在美术史上是不可多得的。今天我们能
够看到这么美的画，是因为先生把心里的阳
光画出来了。感恩先生留给我们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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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上海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若干规
定》的有关要求，经举办单位同意，我单位拟向上海市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织。请债权人自
2019年 9月 25日起 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9年 9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