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静雯三胎再生女

3月18日， 贾静雯通过微博向外界公布了自己

产女的消息，小姑娘体重3000克，身高50厘米，取名

为Bo妞， 贾静雯发文后， 丈夫修杰楷也立刻转发

称：“Bo妞……欢迎加入， 老爸已经准备好了。”

第三度喜获爱女的贾静雯在微博中发出了两张

孩子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女儿的正面照，不过小

脸被孩子的双手挡住（如图）。据悉，Bo妞是 3月

15日出生，Bo妞跟两个姐姐有许多相似处，一样

大眼小嘴，但Bo妞更是像极了修爸爸，有着迷人

的小酒窝及高挺的鼻子。Bo妞是贾静雯的第三个

女儿， 此前分别在2005年和2015年诞下两个女儿梧

桐妹、咘咘。

伊能静当音乐辅导员

少儿民歌节目《歌声的翅膀》即将在江苏卫视播

出， 伊能静产后复出担任女性辅导员。《歌声的翅膀》

是伊能静生完女儿“小米粒”后的综艺首秀，伊能静自

爆，“女儿不爱看卡通片， 却非常喜欢音乐类节目，常

常会在听到好听的音乐之后开始手舞足蹈”。 这也是

伊能静产后选择《歌声的翅膀》复出担当明星辅导员

的原因之一，“女儿的出世让我得到更多爱，看到节目

中的孩子，也想把爱分享给他们。而且恰好可以和喜

爱音乐节目的女儿一起看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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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片酬涨不停 综艺节目制作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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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会

内蒙古分会场大型人才交流会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定

于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在内蒙古商品交

易中心（呼市新城区兴安北路5号）举办“第四

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会

内蒙古分会场大型人才交流会”。洽谈会预设

200个展位，提供1万多个岗位。参会人员必须

携带二代身份证入场。

联系电话：0471-6928041 6601324
内蒙古人才网：http://www.nmg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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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现场招聘会云服务平台：http://www.nmgzph.cn

关于“明星天价片酬”

的话题，最近从影视圈烧到

综艺界。去年曾一度闹得沸

沸扬扬的综艺明星片酬疯

涨现象， 再次被翻了出来。

某制片人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也曾说过：“这个市场的

现状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

挨，抱怨的人多，解决问题

的人少。” 而不少网友关注

的焦点则是综艺节目质量

下降的问题：“明星都是惯

出来的。对观众来说，关键

是现在的节目还越来越难

看！”

没有钱一定请不到明
星

2015年，全国综艺节目

只有200余档；到了2016年，

数据翻了一番， 达到400余

档。 随着网络综艺日趋火

爆，业界普遍估计，这个数

字在2017年将继续上升。某

知名节目策划人去年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就道出了市

场增量与明星片酬的关系：

“电视台和网络的综艺节目

增速明显， 但明星是有限

的。 大家都想抢一线明星，

他们的身价上涨是必然现

象。”该策划人认为，中国观

众对明星的依赖也是一个

决定因素：“观众这几年已

经养成了唯明星论的收视

习惯。 有明星就有话题，有

话题就能赢得收视和点

击。”

早在前年，综艺明星高

价片酬的现象已经闹过一

阵子。有消息称，邓超录制

《奔跑吧兄弟》 的片酬是每

集100万元人民币， 据说这

个价码还算是友情价。国内

知名制作公司项目负责人

H女士透露了当时综艺节

目明星的市场价格：“准一

线明星的价格为2000万元

起，而国内一线大咖的报价

都是3000万元起。” 某艺人

统筹也透露，“跑男团”中某

位男艺人参加其他综艺节

目的要价是“至少300万元

一期”。

有消息称，现在一线艺

人拍一季综艺节目的片酬，

相当于一部都市剧的制作

费用：“综艺片酬每期500万

元以上，参加一季10到13期

节目， 拍摄不超过30天，但

片酬相当于拍了一部完整

的电视剧， 在5000万元到

8000万元不等。” 现在艺人

都会明码标价，每个咖位都

有固定的价位，如果要在节

目中加入额外的表演，经纪

团队都会要求制片方涨价。

因此，综艺节目跟影视剧面

临同样的窘境———艺人赚

钱，制作缩水。

有了钱不一定请到明
星

某综艺节目制作人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讳言：

“‘敲明星’是导演前期工作

的重心，现在可能要提前半

年敲档期。”（注： 敲明星意

为节目导演带着提案上门

跟明星经纪团队或明星本

人沟通，随后针对有意向的

人选谈价格、档期。）在这位

制作人看来：“许多明星上综

艺节目就是为了‘捞热钱’，

不可能像拍电影一样为艺

术追求而自降身价。”

相较而言，一线明星参

加综艺节目会更加慎重。例

如， 林青霞参加《偶像来

了》， 刘嘉玲参加《我们来

了》，张国立、王刚、张铁林

“铁三角”先后亮相《王牌对

王牌》和《非凡匠心》，陈建

斌加盟《一年级毕业季》，隐

退娱乐圈多年的李亚鹏去

年参加了户外生存体验真

人秀《我们的法则》……这

些大牌明星对参加综艺节

目的要求相当高，还有一些

艺人有自己的形象规划，比

如庾澄庆只参加与音乐有

关的综艺节目。因此，即使

制作方有钱，要请到大咖明

星还是相当困难。

据某制片人透露：“一

线大牌不是你给钱他就会

加盟的。”据说，为了劝说一

位女歌手重登舞台，某节目

的导演足足说服了一个月，

才终于让她答应试一试。

泡沫多总有一天会破

对于综艺明星天价片

酬问题，不少业内人士都曾

站出来说话。原湖南广播电

视台台长欧阳常林就曾对

准节目制作过分依赖明星

资源、 明星出场费不断刷

新、制作成本疯涨等行业现

象指出：“现在没有最高只

有更高的明星出场费不断

刷新。产品成本急剧增加带

来的高风险门槛，使得二三

线卫视做不起节目。” 一手

打造出《爸爸去哪儿》的金

牌制作人谢涤葵在接受采

访时也曾吐槽：“明星片酬

把制作费抬得这么高，肯定

有玩不下去的一天。”

但是，一年过去，高片

酬一直没刹住车，反而愈演

愈烈。某制片人在接受采访

时告诉记者：“如果出问题，

不单是明星的问题，一定是

整个产业链的问题。泡沫太

多总有一天会破。” 还有制

片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

接道出买方市场的行为逻

辑：“现在这个市场就是：你

不给这个钱，人家给得起。客

户有钱，只认明星砸钱，1000

万不来，就给2000万。”该制

作人直言：“很多明星通过抬

高身价来婉拒一些水准较差

的节目，但后来发现多高的

价人家都出得起。现在节目

多、竞争大，明星身价自然上

去就下不来了。”

另一方面，业内人士也

承认，制作费向明星片酬倾

斜，会使综艺制作陷入恶性

循环。“毫无疑问，优质的综

艺节目总是以内容驱动资

本，而不是资本驱动内容。

无论影视剧还是综艺节

目，内容才是第一生产力。

谁都和钱没仇， 但市场规

律应该是资本为内容埋

单。”一位制片人说。

（据《羊城晚报》）

谢霆锋“寻味之旅”吃遍全球

《新快报》消息
近日，

谢霆锋现身北京北新桥附

近吃卤煮的消息上了热

搜。 大明星跑到街边小馆

吃起老北京传统小吃，那

画面想起来是有点新鲜逗

趣。 这是谢霆锋在为自己

的微纪录片《锋味全球美

食地图》“踩点”。 据爆料，

谢大厨走进老店， 一会儿

看看食材， 一会儿品品汤

头。 一边吃一边还和隔壁

桌的顾客讨论“到底什么

才是一碗正宗的卤煮火

烧”， 不知不觉就聊嗨了，

显然是很享受这碗地道的

北京小吃。

从曝光的节目海报上

看，此次谢霆锋的《锋味全

球美食地图》 将在全球范

围内开启美食寻味之旅，

北京、香港、台北、澳门、

伦敦等多个城市都在选

择之列。在各地，谢霆锋

既翻牌了“高高在上”的

米其林餐厅，也走进接地

气的街头小馆，带大家品

尝独特的城市美食。在刚

刚上线的预告片，《锋味

全球美食地图》的第一站

是北京站，谢霆锋在北京

走街串巷，尝试了据说是

北京最好吃的重庆小面、

涮肉 、 羊肉串等风味美

食，除了吃吃吃外，他还

带着摄像机邂逅“美食圣

地”的特色主厨，求教各

种料理的独家秘方。品尝

一番后，谢霆锋将会对这

些店家进行麻辣评分，点

评也风格各异，时而赞不

绝口， 时而辛辣逗趣。这

些美食地点有些是谢大

厨首次探访，有些和他早

就是老相识了。 据透露，

第一期节目中还会出现

特级羊肉、黄喉、烧饼、老

麻抄手等美食，节目不仅

给网友提供一份美食指

南， 还能让人体验随时流

口水的刺激。

（徐绍娜）

伊能静

林青霞这种大咖并

非有钱就能请到

庾澄庆只参加音乐节目

邓超的综艺片酬每集100万元已经是友情价

刘嘉玲（左）是众多

综艺节目的争抢目标

薛之谦去年参加

了34档综艺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