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到春节，单身的你是不是又被催婚了？其实，
湖南电视台的一些美女主播也有同样的烦恼。

为了找到爱情，2 月 3 日，湖南电视台女主播韩汨、
楚涵、吴云祺就来到湖南广播电视台
与湖南婚嫁行业协会共同打造的《爱
情嫁到》节目，她们将与素未谋面的“素
人”（即普通人）男子接触，再通过 90
天，共 12 期节目的交流，期待能擦出
爱的火花。

曾经，45 岁的钟丽缇与小其 12 岁
的张伦硕因参加综艺节目《如果爱》，
最终假戏真做走入婚姻殿堂，让观众
对婚恋真人秀有了更大的期待——而湖南台的女主播
们，是否也能像钟丽缇那样，因为一档真人秀就找到
自己的如意郎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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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何殊我
随着《风筝》、《虎啸龙吟》等

跨年口碑剧集带来的高期待，不

少剧评人曾颇为乐观地预言，2018

年将是佳作不断的一年。一是经

过几年的发展，“互联网+ 影视”

的IP 模式弊端尽显，开始与传统

影视制作模式融合；二是网络剧

经过几年的探索逐渐成型，去年

出现了《军师联盟》、《白夜追凶》

等不少佳作，管理层面将其与电

视剧等量齐观，给了“名分”。

但是，最近上映的《花谢花

飞花满天》、《凤囚凰》和《寻秦记》

三部“大剧”，却不费吹灰之力击

溃了观众的期待。

先说《花谢花飞花满天》。此

剧有 66 集，虽然篇幅长，但从

2017年1月2日开机到4月28日

杀青，也就拍了短短三个多月，质

量可想而知。该剧演员的表演更

是乏善可陈，张馨予、李心艾等

相似的面孔撞在一起，经常让人

出戏；何润东的人设和表演，像

公然违抗圣旨却毫发无伤的情节

设计，简直是在挑战观众的智商；

而归亚蕾、陶慧敏、寇振海等老

一辈实力派演员几乎要“晚节不

保”——每个人都绷着脸，像是

拿钱走过场。

■影视连连看

爱情嫁到：女主播与“路人甲”之恋 开年三部古装剧，
为何集体扑街

相约 90 天，相守一辈子？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实习生 陈圣恩

高颜值的情侣，浪漫的约

会场景，偶像剧般的梦幻剧情

……这些，无疑都是当下恋爱

真人秀节目的收视保证。那么，

这些浪漫情节的背后，究竟是

节目效果还是真情流露？

“我们力求节目内容都是

真实的。”《爱情嫁到》导演

曾涛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说。为了让这份爱情接地气，

曾涛透露，节目组在前期做了

很多专业的心理测试，深入了

解女主播们各自与什么类型的

男生较匹配，“这也是对节目

嘉宾负责”。

12 期节目，让 三 对陌生

男女相恋并不容易，更何况节

目还提了“嫁到”的概念。对此，

曾涛解释 ：“这个‘嫁’应该

是打引号的，我们的初衷是

美好的，但这 12 期节目，他

们能走到哪一步，还是要看

双方的感情磨合。”在节目中，

导演组设定了约会、为父母做

饭、帮朋友带小孩、帮助受困

对象等一系列环节，“就是想

通过细节接触，让他们更真

实地表现自己，也为更全面了

解对方创造条件”。

其实，无论是湖南卫视之

前的《我们约会吧》，还是江

苏卫视制作的《我们相爱吧》、

《非诚勿扰》等恋爱类节目，

嘉宾们假意或真心，节目效

果或是真情流露，或许都不

是这类节目真正带给我们的

问题。我们看着他人的爱与

恨，也反思自己的爱情与婚姻，

就如曾涛所说 ：“我们希望通

过这档真人秀节目，给未婚

的年轻人一些恋爱指导，让

大家更相信爱情。”

那么，在接下来的三个多

月时间里，将会有什么样的爱

情故事在等着三位女主播呢？

她们会找到心爱的另一半，甚

至步入婚姻吗？今日女报 / 风

网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我刚路过这里，看到有女主播在《爱情嫁到》里寻找男友，我就报名来参加了。” 31 岁的周先生说。

初春的长沙虽有寒意，却被《爱情嫁到》开机现场的单身男青年们给捂热了。如今，虽然爱情真

人秀不少，但在湖南本地就有机会通过节目寻找爱情，并与女主播相恋的却还是首次。所以，当三位

“找对象”的女主播依次亮相时，台下的未婚男青年都特别激动。

这些报名的男生虽然都是素人，但为了展示自己的特长，也是画画、唱歌各种秀。那么，女主播

会与这些素人男青年擦出爱的火花吗？

女主播长沙街头“寻男友”

韩汨：恋爱看缘分，对了就牵手

小档案：公共频道“帮女郎”

年龄：29 岁

期待对象：阳光、 幽默、

活泼、开朗、外向，偏成熟，

大 6 岁是上限

父母建议：希望男生对女

儿好，老实、孝顺，最 重要

是人品好

“马上春节了，家人又开始

催婚，所以我参加这档节目的

录制，他们都特别支持。”韩

汨说，当主播多年，尤其是做“帮

女郎”，自己的工作节奏一直很

快。“都说电视行业的女人要当

男人用，就算你是主播也一样。”

也因工作太忙，两年前，韩汨与

前男友分手后，感情上就一直

处于空窗期，“之前《我们约会

吧》找我去做女嘉宾，我没有

动心，但转眼快30 岁了，我也

有些着急了”。

在第一期节目现场，一身

红色短裙的韩汨让现场的一名

舞蹈老师很动心，小伙子冲上

舞台就向韩汨表白，并大唱《月

亮代表我的心》，弄得韩汨十

分害羞。在节目中，将与韩汨

交往的都是素人男生。很多人

好奇，女主播找男朋友会不会

比较挑，韩汨则说：“镜头之外，

我们也就是普通女生，所以能

找到聊得来的男生就好。不过

吧，我更看重自己的眼缘。”虽

然有颗恨嫁的心，但韩汨也不

知道是不是通过这档节目就真

能如愿。“我还是很憧憬和自己

约会的人是什么样的，如果我

们俩能走到最后更好，不成也

只能说明缘分未到。”

楚涵：会给男生一段考核期

小档案：公共频道“帮女郎”

年龄：24 岁

期待对象：稳 重、 顾 家、

有责任心，可以比自己大 10 岁，

不接受异地恋

父母建议：结婚也是两个

家庭的结合，希望双方父母

也都好相处

“大学期间谈过恋爱，工

作两年后，自己的择偶观也

变了。现在不会在意对方的

外在条件，实在可靠就好。”

楚涵坦承，因为大学恋爱时

的伤痛，所以不希望自己在

感情上再受伤，“结婚不像谈

恋爱一样幼稚，所以这次节

目我若能牵手成功，会更在

意对方是否适合结婚。”

年龄不大，但楚涵也渴望

有自己的小家：“虽然别人都说

被催婚，其实我自己也不想晚

嫁，我希望在什么年龄就做什

么事。”楚涵透露，她希望能

在 28 岁之前嫁出去，“最好是

在 2020 年的 5 月20日结婚，

那不就代表着‘爱你爱你我爱

你’吗！会特别甜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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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祺：多了解再恋爱，不想再受伤

小档案：公共频道主播

年龄：23 岁

期待对象：能接受异地恋，

喜欢阳光、幽默、开朗的男生，

不喜欢大叔型

父母建议：不要找太帅的，

也不用条件太好，找一个疼

女儿的人

“我并不喜欢特别浪漫的，

相反，我欣赏务实的男人。”去

年才毕业的吴云祺，这回也走

上了电视相亲的道路。

作为河北唐山姑娘，吴

云祺很独立，读大学之后便

独自在长沙打拼。

因为离家较远，父母也

希望有个好男人在身边照顾

她。“我爸爸经常给我打电

话，问我谈恋爱没有，有没

有人追。”吴云祺透露，在大

学时她曾有一段短暂的恋爱

经历，结果男生劈腿，对她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一定

要找个专一、成熟、对自己

好的男生。”

所以即算当了主播，吴

云祺的妈妈也希望女儿找个

普通但可靠的男人，“我妈

说对方不用条件太好，怕我

HOLD 不住他”。

而这次参加恋爱真人秀，

吴云祺说，到时会需要妈妈

来“把关”。 3

女主播与素人的
爱情现实吗

《花谢花飞花满天》烂在粗制

滥造，《凤囚凰》或许烂在主创的

眼界和功力。一个原本有着良好

市场反响的IP，在于正的“妙手”

之下彻底扑街。于正或许不缺乏

诚意，毕竟在《凤囚凰》里，你

至少看不到辣眼睛的阿宝色服装

和过于现代的韩式妆容。但参照

其前作，于正对于《凤囚凰》这

类宫斗题材的改写，看似熟门熟路，

实则力不从心。

对比前面的两部剧，《寻秦记》

的失败带有创新性，既粗制滥造

又缺乏诚意，还弥漫着轻浮的气

息。开头的科幻剧场景设计、五

毛钱都嫌多的特效，还有陈翔那

句“猥琐发育，别浪”，都在开头

部分有力证明了“我是大烂片”。

从目前的剧情来看，其最大的问题

还是逻辑不能自洽，其次是打磨

不够。

2018 年才刚刚开始，但愿

后面还有佳作，安慰观众们受

伤的心。

扫一扫，
看湖南女主播相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