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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各类电视真人秀模式
逐渐被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如何打破传
统，跳出固有模式框架，做出真正有创
意的节目，成了每家卫视必须面对的难
题。2014年成功打造了现象级综艺节
目《奔跑吧兄弟》的浙江卫视，2015年
将继续发力——另辟蹊径地推出社交
实验类真人秀《牵手爱情村》，全力打造
都市生活中的爱情乌托邦。

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在2012年起
异军突起，在各类电视节目竞争中脱颖
而出，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
现象。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发展至
2014年，更以井喷之势层出不穷，成为
主导中国人视觉消费习惯的中流砥
柱。歌唱选秀、亲子、益智、情感、户外、
美食……各类型真人秀被各大卫视变
着花样“玩”了个遍，且有着什么流行各
大卫视便争先恐后制作什么的趋势，因
此，综艺节目数量虽多，但难免使人感
到大同小异。

《牵手爱情村》节目的形式为每期有
7男5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在大
的法则下共同生活7天6夜，期间，男女
嘉宾自由选择心仪对象，24小时内所发

生的一切，通过现场30多个机位360度
真实纪录。有别于当下流行的真人秀节
目，只有大的生存法则而不设置具体的
任务，正是观察类真人秀的主要特点，也
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真实地反映节目嘉
宾的各种表现，也更接近真人秀的本
真。《牵手爱情村》就是秉承这样的制作
初衷，去打造一档原汁原味的真人秀。

关于社交实验，是因为近几年随着
通讯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交网络的兴
起，各种即时通讯的APP似乎让人与
人的距离一下缩短了。于是渐渐地，人
们社交的方式从约会见面喝茶变成不
需要涉足的电话短信。有了WIFI和
4G网络之后，甚至连电话都懒得打，一
条语音微信就算是社交了。这样的改
变，实际上是拉开了人们心与心的距
离，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或重或轻的“社
交恐惧症”，单身也成了在缺少真实社
交情况下所存在的最普遍现象。

《牵手爱情村》正是尝试把参与节
目的嘉宾从虚拟的社交网络中拉回到
现实生活中，抛弃“网络传情”尝试“眉
目传情”，希望能让人们通过面对面相
处的方式，来发现自身和他人在社交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哪怕节目中没有成功
牵手心仪对象，至少也可以发现和解决
自己在社交上的问题，从而将自己打造
成一个适合社交、适合婚恋的人，而观
众也可以通过“观察”节目嘉宾的真实
表现，而获得精神上的收获，这一过程
就是节目所尝试的“社交实验”。

据悉，《牵手爱情村》将于1月27日起
每周二晚10时在浙江卫视播出。 （欣欣）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卫小
林）2015年第14届精功（国际）模特大
赛昨天在海口正式启动，历届精功名
模和省内相关部门嘉宾共400多人见
证了大赛的火热启动。

据介绍，本届精功模特大赛以“阳
光点亮青春·精功成就梦想”为主题，
自启动之日起开始接受全国网络报
名，3月份开始接受落地报名，4月份
率先展开海南赛区的海选和晋级赛，5
月至 6月为全国各分赛区海选及决
赛。本届大赛将遍布全国10个赛区，
包括东北、西北、华南、华东、西南、华
中等赛区以及海南赛区及网络赛区
等。大赛将设置海选、晋级赛、赛区决
赛和全国总决赛4个比赛阶段。

记者了解到，本届大赛将把时尚
与潮流、人文与精神、美丽与梦想进行
到底，大赛尤其重视新媒体的功能，将
利用微信报名、微博互动、微电影拍摄
等手段，从而展现出新生代模特新秀
历练成长、实现美丽梦想的动人画面。

据悉，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征集18
岁至26岁、勇于展现自我的青年男女
选手，可通过关注大赛官方网站、大赛

新浪微博，或登陆微信查找微信公众
账号“精功国际模特大赛”抑或扫描海
报二维码登陆官方微信报名。经过全
国各分赛区的报名、海选、晋级、分赛
区决赛等层层筛选，最终成功跻身全
国总决赛的模特精英，将于8月8日在
海南争夺本届大赛桂冠。

海口连续6年
春节送公益电影
今年将放600场陪群众过节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
史青海）元旦刚过，海口市电影公司的电影放映队
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把公益电影送到全市的文
化公园、广场、社区、小区、乡镇、农村和部队等地
基层，实实在在地为群众送去文化娱乐，这是记者
今天从海口市文体局获悉的。

据介绍，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宣部、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等提出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
活动精神，海南省文体厅、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
市文体局决定，今年春节前后，继续在海口市范围
内联合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旨在更好地满足
海口群众及外来务工人员节日期间的精神文化需
求，着力营造温馨和谐、文明礼让的节日气氛，具
体放映事务由海口市电影公司承担。

海口市电影公司接到这项任务后，已于元旦
过后立即启动了今年的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海
口市万绿园、人民公园、白沙门公园、美舍社区和
东山镇，海口市电影公司的放映队放映了最新的
中外大片，让当地干部群众得到了文化享受。

据悉，这已是海口市电影公司连续第6年在
春节期间送公益电影，今年计划免费放映公益电
影600场，为海口市的迎春文化活动增光添彩。

周杰伦婚后江苏首秀
本报讯 刚刚大婚的周杰伦最近捕获了很多

人的目光，“忙里偷闲”的他，继第一季担纲《最强
大脑》科学代言人后，日前他再次来到《最强大脑》
的舞台，将婚后首秀献给了江苏卫视。

周董不仅要迎接私人定制的全新挑战“倒走
黑白键”，更大秀钢琴弹唱，引得冷面判官魏博士
都忍不住忘情跟唱。同时身为评审，他也不忘刁
钻的出题，和挑战者斗智斗勇。

此次回归《最强大脑》，也是周杰伦在结婚后
首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从评审到观众，大家都相
当关注周董的婚礼和新婚生活。本周五晚9时
10分，江苏卫视将播出“人夫”周杰伦玩转《最强
大脑》的最新实况。 （欣欣）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周玮）在2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
局长田进说，广播电视节目必须遏制
娱乐化的问题，要多创作生产有筋
骨、有道德、有深度的优秀节目。

田进说，近年来广大广播影视
和出版工作者在各自的领域辛勤耕
耘、服务人民，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
化产品。但是，确实还存在着有数
量缺质量、有“高原”没“高峰”的现
象，也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这

样的问题。
下大力气扭转这种局面，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将从四方面着力加强
内容产品的创造生产：广播电视节
目要深入创新创优，遏制娱乐化；影
视作品要着力提升质量，多出精品，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特别是要
加强选题的策划、剧本创作和制作
生产的引导管理，加大政策的支持
扶持力度；打造一批引领时代风气
的出版物；网络文学和网络视听节
目要正导向、讲格调、提品质。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周
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21
日在京就电视剧《武媚娘传奇》被回炉
重新剪辑作出回应，称该剧修改播出后

“得到了广大受众的认可”。
当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田进说，《武媚娘传奇》去年
12月21日在湖南卫视播出之后，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收到不少观众的投诉，反映
这部剧存在一些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画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广电总局依法负有监管的责任。接
到群众的投诉之后，我们就对这部剧进行
了检查，发现确实存在没有修改到位的问
题。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法依规作出了
相应的处罚，并且依法责成播出机构和制

作机构修改到位后方可播出。”他说。
“修改播出后，我们也注意到引起

了媒体特别是网络的热议，两个方面
的看法都有。修改播出后，实际上是
得到了广大受众的认可，当然网络也
有一些炒作。”田进说，“我们的文艺作
品、电影电视剧要弘扬中国核心价值
观念，传递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澳门风云2》《钟馗伏魔》
均定档春节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白瀛）记者
21日从发布会上获悉，周润发、张家辉、刘嘉玲等
主演的喜剧动作片《澳门风云2》和陈坤、李冰冰、
杨子姗等主演的魔幻爱情片《钟馗伏魔：雪妖魔
灵》均定档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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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节目须遏制娱乐化问题

只有生存法则而不设置具体任务

真人秀《牵手爱情村》聚焦眉目传情
精功模特大赛海口启动

8月8日在琼举行全国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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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功模特在大赛启动仪式上表演

浙江卫视《牵手爱情村》海报

佩兰：
国足胜算45％

佩兰(国足主帅)表示，考虑到对方
的东道主因素这场球中国队的胜算大约
在45％左右，而队中后防中坚张琳芃的
伤势仍不明朗，要到最后一刻才能决定
是否可以上场。澳大利亚天气宜人，而
我知道在北京现在却是数九寒冬。因此
我们想留在更为温暖的澳洲，这即意味
着我们要赢得比赛。球队在大约一周的
时间里连赢3场比赛，且比赛过程配得
上这些胜利，希望球队可以延续这样的
惯性和一样的战斗精神团结起来，用自
己的方式全力以赴。

波斯特科格鲁:
警惕中国队

波斯特科格鲁(澳大利亚足球队主
教练)表示,如果澳大利亚可以做得比上
一场输给韩国队的比赛要好，则能赢下
中国队。中国队本场比赛不会太保守
而是会进攻，中国队在小组赛中一路连
胜肯定积累了很强的自信心，而他们带
着这样的自信也会对我们展开攻击。
中国队队员能很好地执行战术纪律，在
场上也组织严密。澳大利亚全队通过
几天休整已经为这场比赛做好一切准
备，不管是90分钟的比赛、加时赛还是
点球大战，他们都会从容应对。

孙可：
用激情和信念闪耀亚洲

孙可(中国足球队中场球员)表示，
虽然国足还不是亚洲一流的强队，但希
望能用自己的表现闪耀亚洲。

面对东道主的比赛一定非常困
难，对方在主场会得到主场球迷热烈
的支持，但相信也会有不少中国球迷
前来现场为中国队加油助威，他将与
大家一起努力到最后。澳大利亚队
的整体实力很强，每一个球员都很优
秀，他们的协防和保护也非常到位，
中国队会利用前场的穿插跑动来制
造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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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亚洲杯

22日18时30分，亚洲杯四分之一
决赛中国队将力拼东道主澳大利亚队。
面对天时地利人和且实力不俗的澳洲袋
鼠，国足想要跨过这一关，难度不小。

澳大利亚队的优势在于整体战术纪
律严明、球员个人技术精湛且大赛经验
丰富。自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澳大
利亚队球风开始转型，从高举高打的英
式踢法转而追求脚下技术与控球，但他
们的传家宝强硬的身体对抗并没有丢
掉。在整个小组赛中，澳大利亚队是所
有参赛队中控球率最高的队伍，三场比
赛的场均控球率达65％！甚至超过了
一直善于控球的日本队，日本队的场均
控球率只有62％。澳大利亚队在小组
赛前两场比赛中打进了8个球，显示了

强悍的攻击力。东道主特别善于利用边
路进攻，他们边路速度快，传中球质量
高，8个进球中与边路有关的进球达6
个。国足要特别提防对手的边路进攻。
不过对手并非无懈可击，沙特队在和澳
大利亚队的前45分钟比赛中，采取了从
前场就地逼抢的战术，遏制了澳洲袋鼠

的威力。韩国队也如法炮制，靠全场逼
抢战胜了东道主。国足一定要借鉴韩国
队赢球的经验。

论实力，国足比澳大利亚队略逊一
筹，但我们绝非没有胜机。国足的优势
是状态上佳、士气正旺，这支赛前被看扁
的球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了8强，
堪称本届亚洲杯最大的意外。国足的爆
发和众多球员的出色发挥密不可分，孙
可小组赛只打了一场半的情况下射入3
球，在自身实力基础上，孙可的拼劲儿尤
其赢得了国人好评。姜至鹏的传球直接

策动了国足小组赛5粒入球中的3次入
球。郑智与吴曦的后腰搭档表现稳定，
郑智更突出于带动运转，吴曦的前插则
是国足的一大利器。蒿俊闵在小组赛中
创造了9次威胁战机以及门将王大雷的
稳定表现等。

小组赛0：1不敌韩国队，让人们看
到澳大利亚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大。三场小组赛踢下来，澳大利亚队中
几名30多岁的老将体能恐怕会有所下
降。反观国足，他们的体能状况令人满
意，这或许是国足的一个制胜武器。在

进攻中，国足一定要坚持小组赛的战术，
采用积极进攻、而非保守的防反指导思
想，强化左翼进攻和中路抢点的战术。
只要我们能踢出小组赛的战术和状态，
擒澳洲袋鼠并非没希望。

历史上国足与澳大利亚共进行过7
次国际A级赛事交锋，国足4胜1平2负
占据优势；自澳大利亚归入亚洲足球版
图来，双方有过4次交锋——2007年广
州热身赛上国足0：2负于澳大利亚，此
后的近3次较量国足对澳大利亚2胜1
平。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前场就地逼抢 强化边路进攻

国足用两招可斗澳洲袋鼠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王黎刚）经
过4天的培训，由海南省教育厅指导，海南
师范大学承办的2015年全国校园足球裁
判长培训班今天在海南师范大学结束。参
加培训的海南4名裁判长获得了结业证书。

全国60名资深裁判长参加培训班，包
括4名海南裁判长。这是该培训班第一次
在海南举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
薛彦青说，举办本次培训班的目的是为进

一步规范全国校园足球的管理，提高校园
足球裁判长业务水平。参加培训的学员均
是积极组织各省校园足球比赛、热爱裁判
工作的教师。他们都持有国家体育总局颁
发的足球项目国家级（或以上）裁判员等级
证书。培训班的内容包括赛区裁判队伍的
管理、裁判长安排裁判任务的原则和方法、
如何指导裁判员执法和裁判长对裁判员执
法工作的评估内容和方法。

参加本次培训班的海南裁判员吴深
表示，经过4天的培训他收益匪浅，这次
培训让他系统地学习和了解了如何才能
当好一名足球比赛的裁判长。

海南师范大学近年来积极承办各项
大赛，受到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肯
定。24日，全国大学生足球精英将云集
海南师范大学，进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足球队的选拔。

2：0横扫莱巴里科娃挺进32强

彭帅：腿伤未影响比赛
新华社墨尔本1月21日电（记者彭茜 胡丹

丹）21日，中国金花彭帅登陆澳网海信球场，在女
单第二轮以两个6：1横扫斯洛伐克球员莱巴里科
娃，轻松晋级32强。

位列21号种子的中国金花仅用1小时10分
钟就击败对手。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彭帅全场轰
出6个ACE，而对手为零。彭帅共打出22个制胜
分，仅有9次非受迫性失误；而莱巴里科娃则仅打
出15个制胜分，非受迫性失误则高达19次。

赛后彭帅满面笑容地在赛场上接受了澳网组
委会的采访，对自己的本场发挥表示满意。她还
补充说尽管首轮战胜德国选手玛利亚时左腿受
伤，但并未影响此次比赛。

第三轮彭帅将遭遇哈萨克斯坦选手舍夫多娃
与波多黎各小将普吉之间的胜者，这也是彭帅时
隔4年再闯澳网32强。2011年打入澳网16强是
此前她在这一赛事中的最好成绩。

全国校园足球裁判长培训班在海师大结束
赛事预告

韩国VS乌兹别克

（22日15：30）

中国VS澳大利亚

（22日18：30）

以上比赛CCTV5直播

澳网部分战报（第二轮）

CBA战报

男单
纳达尔3：2斯米克泽克
克耶高斯3：1卡洛维奇
科基纳吉斯2：3格罗斯
贾兹里3：2瓦瑟林
穆雷3：0马托塞维奇
费德勒3：1伯莱里
女单
莎娃2：1帕诺娃
小威2：0乌伊凡卡
A·拉2：0奈良久留美
布伦格尔2：1佩特科维奇
佩内塔1：2吉奥尔吉
女双
彭帅/徐一璠1：2伊达公子/德拉奎尔
郑赛赛/布莱克0：2达博斯基/罗索尔

广东100：77江苏
山东114：88重庆
青岛104：84四川
吉林135：91山西
上海100：108东莞
广厦120：113辽宁
北京115：106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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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