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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娱乐
《歌手·当打之年》总决赛落幕，“云录制 + 云直播”完成制作

30岁华晨宇成最年轻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4 月 24 日晚，《歌手·当打之年》（以下
简称《当打之年》）歌王之夜总决赛落幕，
经过两轮竞演， 华晨宇获得本季冠军，
成为 2013 年节目开播以来的第八位“歌
王”，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赛后， 羊城晚报记者第一时间通过视
频连线的方式采访了华晨宇。 对于夺冠，
华晨宇表示：“我很开心， 这次来比上次拿

的名次更好。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我们就能开演唱会了。 ”

两年前，在《歌手 2018》的
舞台上，华晨宇惜败英国歌手
Jessie� J，获得亚军。 此次，总
决赛帮唱嘉宾公布后， 获得李
宇春助力的华晨宇，“冠军相”
十足。首轮帮帮唱环节，华晨宇
与李宇春带来《西门少年》摘得
第一名，轻松晋级第二轮。

表演结束接受采访时，李
宇 春 透 露 ， 这 次 专 门 用 了
2005 年参加“超级女声”时的
发蜡：“你知道我当时的发型，
需要很多发蜡，所以囤了很多
货，这次专门用的是当年的发
蜡。 ”

说起与“大师姐”李宇春
的合作，同为天娱艺人的华晨

宇很是感激：“当年我参加‘快
男’，春春是评委，可以说见证
了我出道。 这次请她来，也是
想让她看到我的成长。 ”他还
透露：“当年春春说名字里带

‘宇’的人都很厉害，我们两个
名字里面都有‘宇’，那就只有

‘炸翻’这个舞台啦。 ”
节目总监制洪涛也在比

赛前专门发文，表示过去多年
来曾数次邀请李宇春参加节
目，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失之
交臂， 但没想到疫情背景下，
经过“太多次几乎是不可抗力
的突发状况”之后，李宇春如
约而至：“做完前三季后，每年
准备《歌手》，我都会跟她说：

‘来吧！ ’我坚信这舞台应该有
她的一席之地。 ”

第二轮竞演中，压轴登场
的华晨宇以一首曲风新奇的
《哥谭》最终夺冠，尽管被一些
网友吐槽“听不懂”，但华晨宇
有自己的坚持：“这样的表演代
表了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当
我的音乐能够影响到你， 不管
喜欢还是不喜欢， 能引起你的
思考，就是艺术。 ”

有意思的是， 夺冠之后，
华晨宇透露自己走下舞台做
的第一件事情，是吃东西，“为
了比赛三天都没吃东西，不能
吃油腻的食物， 只能喝水，让
嗓子干净，保持最好的状态。 ”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本季《当打之年》也被称为“制
作上最难的一季”。 早在 2 月
中旬，节目组即宣布对第三期
录制进行调整，采用“云录制”
的方式，让参演歌手待在自己
所在的不同城市分别录制完
成，以确保演职人员和听审团
的健康安全。

总决赛则在八年来，首次
尝试以“现场 + 云直播”的方
式，集结长沙、台北和东京三
地歌手进行比拼，节目惯常设
置的 500 位大众听审，也仅有
251 位在经过核酸测试后，来
到现场。

华晨宇坦言“云录制”让
自己有不少失落：“我的很多
歌曲都需要和观众互动，但是
看到对面观众席都是空空荡

荡的，很失落，但也尽力了。 ”
此外，节目今年不再设置

“补位赛”与“踢馆赛”，取而代
之的是奇袭赛制。 而这一变化
一直保留至总决赛———袁娅
维、吉克隽逸两位奇袭突围歌
手可以各选择一名在线歌手
进行奇袭，奇袭获胜成为歌王
候选人晋级第二轮，失败的人
选则直接淘汰。

“一曲定输赢”再加上“云
录制”，让此次“歌王之战”充
满了悬念。

从未被奇袭过的歌手米
希亚， 遭遇了袁娅维的挑战，
且意外落败，堪称总决赛的第
一个大冷门———与米希亚类
似，袁娅维也是以灵魂乐见长

的歌手， 不过在众多观众眼
里，米希亚对《再会的彼端》的
演绎更胜一筹。 之所以落败，
客观上，有米希亚在东京“云
表演”无法与现场大众评审面
对面的因素。

随后，吉克隽逸选择奇袭
周深，也获得成功。

总决赛中， 也包含了泪
点。 身在台北的徐佳莹和萧敬
腾，也用“云直播”的方式参加
了总决赛，其中萧敬腾和帮唱
嘉宾林俊杰共同演绎了一首
《Hello》， 两位唱将隔着两架
钢琴相对而坐， 边弹边唱，钢
琴面板则投影显示出由本季
和往季歌手名字拼成的“歌
手”两个大字，感动了不少观
众和嘉宾。

本季《歌手》将节目重心
放在“当打之年”四个字，意喻
不再执着于展示“乐坛扛鼎大
师”风采，而是要力撑实力派
年轻歌手。

首发歌手中， 除了出生
于 1978 年 的 日 本 籍 歌 手
MISIA 米希亚， 其余歌手均
为 80 后 、90 后， 甚至是 00
后的年轻歌手。 奇袭歌手方
面， 包括凭短视频走红的隔
壁老樊，警员转行、凭网络音
乐剧《爱你是个错误》入行的
曾一鸣， 出道于大热综艺的
刘柏辛、艾热，演员身份更为
人所知的许魏洲等， 都带着

各自的话题和 热 点 出 现 在
《当打之年》的舞台上。

由于疫情和语言、文化等
综合原因，米希亚未能在这个
舞台激起太大的水花，存在感
较低。《当打之年》真正变成了
年轻歌手的天下，艾漫数据显
示，华晨宇、周深、毛不易分别
以 4.77%、3.74%、2.88%的成
绩占据《当打之年》嘉宾热度
贡献榜的前三位。 热词词云
中， 除了 # 歌手 #，# 华晨宇
#、# 周深 #、# 毛不易 # 也是
最打眼的关键词。

综合上述情况，节目诞生
了八季以来最年轻的歌王———
30 岁的华晨宇，毫不意外。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
打之年》遭遇了《歌手》系列开
播 8 年以来最低的豆瓣评分
5.3 分， 但收视率却有了实在
的回升： 此前多期收视破 2，
“歌王之战”直播当晚，全国网
城域收视率达 1.38，市场份额
占 6.03%。 这意味着，节目从
此前三季的疲态中走出，迎来
自 2017 年更名为《歌手》之后
的收视高潮。

近年来，《歌手》 停播之
声不断 ， 虽未有官方确认 ，
有业内人士亦认为， 倘若以
《当打之年》的收视率作为节
目最终成绩， 也算是“体面
收场”。

超女 + 快男，李宇春助力华晨宇

云录制 + 云直播，有史以来最难制作

热点 + 话题，年轻一代扛起收视

歌歌王王

附录：历届“歌王”名单
2013 年《我是歌手》第1 季歌王：羽·泉
2014 年《我是歌手》第 2 季歌王：韩磊
2015 年《我是歌手》第 3 季歌王：韩红
2016 年《我是歌手》第 4 季歌王：李玟
2017 年《歌手 2017》歌王：林忆莲
2018 年《歌手 2018》歌王：Jessie� J
2019 年《歌手 2019》歌王：刘欢
2020 年《歌手·当打之年》歌王：华晨宇

制表/伍岩龙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奇幻爱情剧《国王：永
远的君主》（以下称《国王》）
近日在韩国 SBS 电视台开
播。故事基于平行世界的设
定：“大韩帝国” 皇帝李衮
（李敏镐饰）和“大韩民国”
刑警郑太乙（金高银饰），辗
转于两个平行世界之间，共
同破解过去的谜团。

该剧是李敏镐退伍后
的首部荧屏作品，由《太阳
的后裔》导演白尚勋和编剧
金恩淑再度合作，主创阵容
豪华，首播就拿下同时段收
视冠军。 但随着故事的推
进，过于复杂的剧情令观众
云里雾里看不太懂，男主角
李敏镐也被吐槽发福明显、
演技呆板。该剧在豆瓣开分
时高达 9 分，但首播后四天
便跌至 7.7 分。也有网友表
示， 编剧金恩淑还未失过
手，期待后续的剧情发展能
够挽救口碑。

《国王 ：永远的君主 》除
了在韩国 SBS 电 视 台 播 出
外 ， 还同步登陆奈飞 （Net鄄
flix）。近年来，奈飞频频在亚
洲市场发力 ，购买各大爆款
剧版权上线播出 ，此外也在
逐步开展自制剧合作项目 ，
推出了不少爆款日剧 、韩剧
原创作品 。 近日 ，羊城晚报
记者采访了中国艺术研究
院学者孙佳山 ，聊一聊奈飞
在亚洲的探索。

通过奈飞公式拓展市场
2016 年 ，奈飞出品首部

原创日剧 《火花 》，改编自知
名搞笑组合成员又吉直树
的同名小说 ，日式的叙事风
格和美式的视觉效果碰撞 ，
令这部充满电影质感的剧
集突破以往传统日剧 ，备受
观众好评 ， 但因题材所限 ，
主要面向小众群体。

相比之下 ，奈飞的韩剧
之路更显热闹。 首部原创韩
剧是 2019 年初上线的 《王
国 》，该剧由电影 《隧道 》导
演金成勋执导 ， 大热韩剧
《Signal》编剧金恩熙执笔，主
演汇集朱智勋 、 裴斗娜 、柳
承龙等实力派 ，口碑收视双
丰收 ，时隔一年推出的续集
《王国 2》也再次引发热议。

本 土 制 作 团 队 搭 配 知

名明星出演 ，用电影级别的
制作来讲述亚洲故事 ，奈飞
在本土化和精品化 的 结 合
上探索出了一套自己的 “公
式”。 在孙佳山看来，这是一
个 “亚洲流行文化开始消化
和吸收好莱坞成熟的题材 、
类型和经验的过程 ，可以淡
化文化隔阂 ，让世界各地的
观众都能较为容易 地 理 解
和接受”。

奈飞模式值得国剧借鉴
孙佳山表示 ， “奈 飞 公

式 ”不是万能的 ，“奈飞走进
亚洲市场还处在一 个 摸 索
的过程当中 ，在深一脚浅一
脚地踩节奏 ，但这个 ‘学费 ’
肯定是值得的”。

目前 ，奈飞与内地电视
剧之间还仅是购买 版 权 的
合作模式 ，且多为播出后购
买 ， 暂无同步上线的剧集 。
“奈飞＋韩剧的模式确实是
我们下一步要重点 考 量 的
方向 。 ”孙佳山说 ，“近年来
我国的电视剧制作 水 平 不
断提高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
水准 ，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成
熟 ，我们是不是也能打破文
化壁垒 ，消化 、吸收好莱坞
的成熟类型经验 ，推出世界
各地的观众都能接 受 的 作
品呢？ ”

对标《鬼怪》口碑难保
金恩淑 + 金高银 + 奇幻爱情题材，

让很多人联想到《鬼怪》，因而将《国王》
视作“鬼怪 2.0 版本”。 2016 年底播出的
《鬼怪》 口碑收视双丰收， 豆瓣超过 26
万人打分，至今仍保持 8.7 分。

有《鬼怪》作对比模板，《国王》有些
令人失望。 男主角李敏镐退伍后一度陷
入身材发福困境， 拍摄该剧时虽然明显
减肥了， 但上镜还是略显浮肿。 他在演
技上的平庸表现也被不少人诟病， 加之
角色是个懂物理数学、 理性睿智、 擅长
运动、 身手不凡的白马皇帝， 主角光环
过强适得其反，演技更显浮夸。

整个故事的结构非常复杂， 而剧情
又在配角上做了太多展开， 连女二号、
男三号的家庭背景都分别详细介绍，但
对推动主线情节几乎没什么作用， 男女
主角的关系发展进度缓慢， 观众至今也
看不明白大反派用了 25 年到底在酝酿
什么。 有网友甚至数出了十几条故事
线，抓狂喊话编剧：“主次不分，用力过
度了吧！ ”当看到《国王》的编剧是金

恩淑时，很多人就会对悬念迭起
的剧情见怪不怪了。金恩淑是韩
国知名编剧， 代表作从早期的
《巴黎恋人》《秘密花园》， 到近
年来的《继承者们》《太阳的后
裔》《孤单又灿烂的神： 鬼怪》
（以下称 《鬼怪 》），堪称“出手即
爆款”。 她尤其擅长将浪漫爱情
植入到复杂的时空穿梭中，被很
多剧迷评为“浪漫爱情剧的教科
书”。《国王》 的导演是执导过
《太阳的后裔》 的白尚勋，“白
金”搭档再出手，《国王》宣布启
动之时便备受期待。

该剧的主演阵容更是亮眼。
主演过《城市猎人》《花样男子》
《继承者们》 等韩剧的李敏镐堪
称“欧巴男神”，他 2017 年入伍
服役，《国王》是他暌违荧屏三年
多的回归之作，关注度可想而知。
女主角金高银单眼皮、小眼睛，虽
不是韩剧女主角的“标准长相”，
但 2016 年凭借《奶酪陷阱》证明
了自己的魅力， 同年底出演大热
韩剧《鬼怪》，人气更是高涨。《国
王》 是李敏镐和金高银的首次合
作，也为该剧带来了更多关注。

《国王》也是在《继承者们》
之后，李敏镐再次出演金恩淑的

作品，后者也在《国王》里埋下了
一些属于李敏镐和《继承者们》
的彩蛋。 比如《继承者们》里，男
二号崔英道曾调侃：“我是黑骑
士，金叹（李敏镐扮演的男一号）
就是白马王子吗？ ”《国王》里李
敏镐就真的成了骑着白马的皇
帝李衮， 出现在都市街头。《继
承者们》里，金叹觉得女主角披
着头发更好看，总叫她不要把头
发扎起来，《国王》里李衮因为害
怕郑太乙扎起头发后生气的样
子，也不让她扎头发……细节中
的情怀梗， 掀起了网友的回忆
杀：“金编剧记性真好。 ”

故事起始于 1994 年，大韩
帝国皇帝李皓被其弟李霖所
杀， 太子李衮被从天而降的神
秘黑衣人所救。 李霖逃到了竹
林， 通过次元之门穿越空间来
到大韩民国， 还杀害了这个世
界里的小李衮、李皓和“自己”，
并留在此处酝酿更大的阴谋 。
时间来到 2019 年，已继承皇位

25 年的李衮也通过次元之门
来到了大韩民国， 并遇见了女
主角郑太乙， 而她正是当年李
衮从救自己的黑衣人身上扯下
的工牌上的女孩。 两个有着宿
命般缘分的人，一个理性冷静，
一个感情充沛， 携手揭开平行
世界的奥秘， 面对一系列阴谋
和挑战。

《国王》的故事设定为平行
世界，一个是大韩民国，一个是
大韩帝国， 而两个世界里有长
相一样的两个人存在，但身份、
职业、命运有着天壤之别。 同一
张脸对应着两个世界的不同
人， 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
同， 织下一张错综复杂的人物
关系网。

幕后台前阵容吸睛

平行世界剧情复杂

链接

韩剧《国王：永远的君主》开播，
阵容豪华却被批“用力过度”

李敏镐骑上白马当国王

�� 李李宇宇春春（（右右））担担任任华华晨晨宇宇的的帮帮唱唱嘉嘉宾宾

华华晨晨宇宇最最终终胜胜出出

萧萧敬敬腾腾（（左左））和和帮帮唱唱嘉嘉宾宾林林俊俊杰杰相相对对弹弹唱唱

吉吉克克隽隽逸逸（（左左））和和袁袁娅娅维维两两名名奇奇袭袭歌歌手手表表现现出出色色

《《国国王王：：永永远远的的君君主主》》海海报报

李李敏敏镐镐时时隔隔三三年年回回归归荧荧屏屏

金金高高银银很很有有个个人人魅魅力力

奈飞探索“亚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