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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晓家晓事 以专业技术输出有温度的故事
本报记者 胡春萌

本报记者 张洁

暑期档向来是综艺市场最热闹的时间节点，今年，40余档节目掀起暑期档综艺大战，音乐、旅

行、舞蹈、运动、情感观察等多类型同场竞技，冷清许久的综艺市场终于开始有了回温的迹象。这

些综艺节目竞争激烈，百花齐放：慢综艺风头不减，老牌IP“综N代”仍是综艺主力军，而与当下

年轻人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垂类内容，成为各大平台争抢的蓝海，为综艺市场注入新活力。

短视频创作是一个全新领域

有专业基础也要去研究算法

记者：作为专业的演员和编导，拍摄短视

频是不是更游刃有余呢？

晓家晓事：并不是，短视频创作对我们来
讲是一个全新领域，它有着和舞台剧、传统影
视剧完全不同的叙事节奏，一开始我们也是不
适应的，一直在学习摸索。比如，电影、电视剧
剧本，要铺平垫稳，慢慢地讲故事，但是短视频
总时长就1分多钟，不能像电视剧一样，上来
“张三你吃了吗？李大爷早上好！”这都是没有
用的。短视频创作，尤其是我们做的是剧情类
的，上来就要把这个事件的核心摆出来，先吸
引观众的眼球，让他看下去。

记者：剧情矛盾点要一上来就亮出来。

晓家晓事：对。短视频平台会对视频进行
3秒完播率或5秒完播率的统计，大概就是观
众点击视频，看了3秒的有多少，看了5秒的
有多少，等等，这样一种基于算法的统计数
据。比如短视频平台向100个人推荐了我的
作品，这100个人看了3秒都不到，计算机平
台会把我这个视频断定为非优质视频，就不
会再给其他人推荐了。平台会靠数据不停地
去分析你的作品，从而判定这个作品有没有
推荐价值。

记者：这种创作意识是与传统舞台剧和传

统影视剧完全不同的。

晓家晓事：大家经常看到有的短视频呈现
出一种模式剧情，开篇女主给男主一嘴巴，男
主咣当就躺地上了，3秒过去了，观众好奇发生
了什么，就得往下看，这样视频整体完播率就
会好。所以，我们除了创作以外，还有一个难
度是要迎合计算机的算法，这个是必须面对
的，也是要在剧本构思时就考虑的。我们现在
自己剪辑片子，不是按一秒一秒去剪，而是按
毫秒来剪。怎么把握前3秒，用前3秒来讲故
事，然后带动后边的故事。到目前我们也还在
学习、尝试。

我们刚开始拍短视频，发现播放率不
高。网上有很多相关创作课程，学习后才知
道有3秒完播率、5秒完播率这些事情，所以
后来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我们的作品，就会发

现确实是没有意义的铺垫太多。对于普通
老百姓来讲，抖音还是一个娱乐平台，如果
想做出差异化的作品，创作其实还是要迎合
一下算法的。

记者：创作的过程也是重新学习的过程。

晓家晓事：干什么想干好就要不断研究。
我们把拍短视频当另一份事业来做，首先要分
析，要去了解，而不是自己闷头坚持拍。选了
一条方向去走，这方向是对的，你坚持才有意
义，方向是错的，你的坚持没有意义。

带给人们平和的感动

输出有温度的价值观

记者：“晓家晓事”的视频，很多都展现了

家庭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却很打动

人。当时是怎么确定这样一种风格的？

晓家晓事：一开始只是摸索着不断尝试。
我们自己刷短视频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内容比
较低俗或者毫无价值，所以我俩有个共识，作

为专业演员，如果也这么做得被别人骂死。我们
最开始的设想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做点有
价值的视频。我们的很多视频是反映我俩的生
活细节，比如有时候真的是心情不好，但是回到
家以后还是强颜欢笑，不想让家里人感觉到自己
的压力或负面情绪。因为有电视剧剧本的创作
经验，创作第一条短视频时，大概10分钟就把剧
本写完了，名字是《港湾》，400多字，关于夫妻间
相处的小故事。视频是在今年春节前后发布的，
可能是因为“回家”这个主题与春节期间人们的
心态比较契合，视频发布后反响还挺好的。接连
拍了几个类似的家庭故事，反响都不错。我俩沟
通以后，就大致有了一个方向——以我们对人生
的感悟、对家庭的感悟、对婚姻对爱情的感悟为
基础，我们想办法把它创作成小故事，演绎出来，
然后去温暖鼓励一些人，如果能够给一些人带来
积极的影响就更好了。

记者：中间有尝试过其他风格的视频吗？

晓家晓事：我们也拍过一些所谓的搞笑视
频，但是发布以后，除了我们家里人看觉得挺乐
和，给朋友看朋友都觉得很尴尬。我们自己都觉
得不搞笑。意识到出问题了，就必须要快速地纠
偏，我们作为内容创作者，要具备一个纠偏的能
力，还有一个客观冷静审视自己作品的能力。现
在渐渐有了一定的经验，我们拍完一个视频，从
技术上进行分析，对哪条视频能火我们会有一个
大致的预判。

记者：什么时候“粉丝”量开始特别快地增长？

晓家晓事：是“珍惜当下，世事无常”那个视频
播放后，内容是“老婆去世了，丈夫看着照片，回忆
起老婆最爱吃自己做的菜。小宝宝哭了，丈夫抹
干眼泪去哄孩子。”那条视频现在有6000多万播
放量，超过100万点赞了。这是一条很特殊的视
频，源于一条网友的评论，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得
到该网友的同意后，我们根据他的故事创作了这
条视频。很多人在看了视频后，去主人公的网页
下安慰和鼓励他。有很多网友也在评论里留言，
思考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希望去做出积极的改
变。这也是让我们俩很高兴的。

记者：通过你们的作品，可以感受到平凡生活

中的小温暖与希望。

晓家晓事：制作短视频，我们除了多一份经济
上的收入，其实情感上收获了更多。我俩的夫妻
感情更亲密了。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在
反思自己在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中的种种行为。
我们也会吵架，吵架后会沟通。有些生活片段我
们会表现在作品中。有网友就留言说，“看了你
的作品，我觉得我得赶紧回去跟我老公道个
歉”，“我不想继续冷战了，我今天就回家”。还
有的网友把他们的故事和我俩分享。看了这些
留言，我们会觉得，这些作品如果能够对一部分
家庭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就是我们坚持下去
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作为天津人艺、天津儿艺演
员的一种社会责任。

其实每对夫妻、每个家庭都是有矛盾在的，只
要这个家庭有感情在、有温度在，这些矛盾是有很
多方式方法去协调解决的。如果我们的作品能够
影响一个家庭，让家庭成员互相多谅解、多沟通，
可能这个家庭就不会分崩离析，家庭里的孩子就
依然能够享受到父爱和母爱。通过作品输出我们
对生活的理解和一个有温度的价值观，这远远比
“粉丝”量增加多少、赚多少钱更有意义。

慢综艺治愈暑期档
这一年来，一波又一波“复古怀旧”回忆杀

冲击着“70、80、90后”的心灵。在综艺市场，
为数不多的现象级综艺，也几乎都与怀旧、情
怀有关。“怀旧”成了内容生产者挖掘到的新
“流量密码”。

今年4月，《向往的生活》衍生综艺《欢迎
来到蘑菇屋》意外出圈，0713男团凭着搞笑实
力翻红，甚至引来招商，二度衍生了“团综”
《快乐再出发》，成为今年暑期“综艺黑马”，豆
瓣评分9.7分。该节目由2007年《快乐男声》
成员担任嘉宾，6位相识15年的老朋友接地气
的搞笑、朋友间的真诚互动、即兴的音乐创作
等，让观众眼前一亮，他们结合生活体验与音
乐采风，在旅程中传递快乐和音乐，呈现出的
真情实感打动观众。

业内人士分析，从创作角度来看，“怀旧
型”综艺制作的难度会大大降低，不过相比起
“老模式+新人”，“老人+新模式”同样考验着
创作者的创新能力。《快乐再出发》作为一档
慢综艺，要求导演在设计环节的时候，能最大
限度凸显他们的个人特色，并戳中观众的情
怀痛点。

纵观目前在播及待播的慢综艺可以看出，
慢综艺正在开启“自我革新”之路，更多的生活
元素正在融入其中。它们通过丰富新颖的节
目创意，满足多元化的观看需求，美食、音乐、
情感三大元素成为有效连接受众、触达情感内
核的主要载体。

美食烹饪在大多数综艺创作中既是一种
自然而然的真实展现，也往往成为节目亮点。
比如，《向往的生活》连续六季，从村庄到渔村，
嘉宾黄磊制作的各色美食抓住了嘉宾和观众
的心。与前5季不同，正在播出的《中餐厅6》在
主打治愈的同时，还从亲子、有机、风景等元素
发力，让观众感受久违的温情和惬意。浙江卫
视还推出了全新实景推理美食探秘综艺《“食”
万八千里》，节目将实景推理、美食探秘、景点
打卡等年轻人感兴趣的事情结合，体验当地特
色美食和小众景点。接下来，多档美食元素慢
综艺来袭。比如，湖南卫视经营体验节目《大
湾仔的夜2》记录大湾仔营业的日常；浙江卫视
《饭桌上的新朋友》，定位美食社交潮流生活节

目，节目以“年轻的热爱”为主题，碰撞出关于
青春和热爱的美味盛宴。

此外，音乐治愈、放松的天然属性打开了
慢综艺的新思路，越来越多的音综从强竞技中
抽离，融入更多生活元素。此前，《美好的时
光》《一路唱响》《时光音乐会》等，带领观众踏
上关于风景、故事与音乐的治愈之旅。另外，
多档音乐类慢综艺也将接踵而至，爱奇艺出品
的《音乐野生活》，由黄磊作为召集人，和一群
音乐好友开启20天4地的音乐之旅；浙江卫视
《闪光的夏天》在旅程中为观众奉献12场音乐
节；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2》更像是一群歌手
朋友日常交流和互唱经典歌曲的聚会。

慢综艺赛道已经不再拘泥于某个单一主
题，而是在内容形态上拥有更多创新组合打
法，在娓娓道来的叙事和观察中，以社交属性
打底，探讨人与人的关系和相处模式。综艺
《牧野家族》邀请艺人开启为期22天的独立生
活实验，重新发现以及认识自己，AI管家是创
意看点。话题贴合时代，引发大家的反思。

谈及慢综艺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
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
书长、研究员冷凇表示，未来要努力发展慢综
艺IP的周边产品，包括IP授权、产业延展，以及
对文旅的拉动等，“不能仅就综艺谈综艺，要多
去想象其背后的生活场景，以及社交社群营
销。这可能是慢综艺未来挖掘价值的方向。”

综N代仍是综艺“扛把子”
暑期以来，《奔跑吧 6》《极限挑战 8》《中

国好声音 2022》《王牌对王牌 7》等头部台综
均未缺席。在不完全统计的暑期档上新综艺
中，综N代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无论电视端收
视还是网络端正片播放，综N代的传播优势
较为突出，它们依然是网络综艺节目的主力
军。其中，音乐类和舞蹈类依旧是暑期档综
艺的主打类型。

作为综艺市场的刚需产品，音乐类综艺一
直是爆款率较高的类型，也因此成了撑起平台
半边天的一大常青类型。在当前日趋饱和、竞
争激烈的市场中，音乐综艺已不再限于音乐流
派的划分，出现了更多维度的细分方式以及更
多融合化场景的演绎。

爱奇艺推出华语乐坛说唱歌手顶级联赛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优酷推出全新潮流电音
综艺《超感星电音》，芒果TV以《披荆斩棘》第
二季接档《乘风破浪》第三季，浙江卫视音乐综
艺《中国好声音2022》在优酷、爱奇艺、腾讯视
频三大平台联播。除此之外，山东卫视还推出
了一档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通过戏
曲+流行音乐、舞蹈、杂技、音乐剧、舞台喜剧等
方式，对戏曲艺术进行融合再创新。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音乐综艺IP，《中国好
声音》为华语乐坛培养了众多优秀歌手，也创造
了无数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今年迎来了它的
第十一个年头。谈及时代和音乐的变化，节目
总导演金磊坦言：“音乐已经成为年轻人表达自
我的生活方式，这几年展现了这代人对音乐的
新感悟。他们从小听的东西已经跟我们以前不
一样了，他们更容易接触到多元化的音乐。随
着音乐主播的出现，音乐的传播和表达方式也
在发生变化，喃喃细语般的音乐成了一种新的
独到的审美体系，被大众所喜爱。”

另外，芒果TV自制的音乐竞演综艺《披荆
斩棘》第二季势头迅猛，节目邀请了32位嘉宾
高燃开唱，堪比《歌手》阵容，开播以来话题满
满。节目首先打出来的是最容易出彩、效果也
是极好的“回忆杀”。嘉宾中，尤其是在“老派
艺人”身上，观众看到他们全力以赴、互不相让
的状态，让节目充满了竞技感。

优酷《这！就是街舞5》时隔一年终于再度
回归。这档综艺从萌芽破土到体系成熟，助力
一个行业蓬勃向上，将中国街舞青年呈现在世
界面前，节目开播后便因强大的青春能量备受
瞩目。节目总导演陆伟表示：“现在年轻人更
多靠网络社交，没有生活中交朋友的地方，很
多年轻人到节目来不是为了拿冠军，而是来交
朋友的。”在集训营生活、交朋友、打篮球、吃火
锅、接受助教们考核、面对观众的投票，“年轻
人无限的创意和想象力，是推动我们比赛前进
的方式。”节目围绕年轻人做内容挖掘，从形式
到内核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突破圈层引发泛
年轻一代的情感共鸣。

无论是综N代还是同质化竞争，如何在原
有的精彩之上画龙点睛，又能在同一赛道中做
出自己的“不同”，创作者面临不小的挑战。当
下，内容产业整体处在降本增效的大环境中，
有限的内容投入需要实现更稳定的收益产
出。不难发现，伴随着这一趋势，各家在综艺

内容布局上，综N代等那些已经被市场验证的头
部内容，它们仍是布局的重点方向之一。

聚焦Z世代创新不止
这个暑期档，综艺市场布局与年轻人的生活

方式更加契合，针对Z世代关注的推理类、竞技
类、职场类综艺火热登场。其中，推理综艺在各
平台大行其道。

推理题材一直是文学作品与电视剧中备受
欢迎的类型，扑朔迷离的案件与拨云见日的解谜
过程，为观众带来极强的趣味体验，各大平台纷
纷试水。继《大侦探7》收官后，《密室大逃脱4》收
获不错的热度；爱奇艺的《萌探探探案2》依然选
择以“一案一IP”的模式呈现，剧本杀综艺《奇异
局中局》也即将上线；优酷平台《推理大师》《头号
密室》亟待官宣；芒果TV也将推出《女子推理社》
《推理开始了》；腾讯视频有女子推理真人秀综艺
《她他它真探社》等。

职场综艺则更加注重场景真实感和职场人
现状的呈现，并从社会热点切入，融入真实场景
元素，助力“Z世代”群体在完成职场定位的基础
上实现社会价值。江苏卫视《闪闪发光的你》投
行季聚焦真实职场，从不同角度探讨求职就业、
人际沟通、个人成长、工作状态等现实职场问
题。湖南卫视职场纪实节目《100道光芒》，生动
记录100名应届毕业生从面试应聘到工作实践的
经历。腾讯视频《跃上高阶职场》将目光投向轻
熟龄职场人，打造“轻熟龄职场生存法则”。优酷
围绕宠物医生、检察官等具体职业展开相关布
局，创作《新新人类招聘中·宠物医生季》《超燃检

察官》等节目。
竞技综艺方面，江苏卫视推出Z世代双向成

长竞技真人秀《超脑少年团》第二季，浙江卫视推
出奇趣实验体验类真人秀《嗨放派第二季》，腾讯
视频推出电竞实训节目《战至巅峰》，优酷推出汽
车竞技类运动综艺《上车吧！冠军》，以及优酷与
爱奇艺联播的、国内首档原创代码竞技真人秀
《燃烧吧！天才程序员2·可信AI》等，电竞、汽
车、代码等实战竞技节目进一步丰富了竞技综艺
垂类类型。

今年下半年，伴随着元宇宙概念大火，各平台
相关的内容布局都被提上日程。除了同方向的内
容探索之外，爱奇艺布局的《MBTI社交实验计
划》，将眼下在年轻人中很火的MBTI人格测试与
青年社交结合起来。《幸会啊！老爸》则以观察类
综艺的形式聚焦代际生活；由知乎出品的国内首
档荒野系青年谈话节目《荒野会谈》则聚焦年轻人
面临的时代困惑。

伴随着年轻一代成为综艺市场尤其是网综的
目标群体，年轻人现实中潮流的生活和社交方式，
也逐渐成为综艺节目取材的重要依据。在这些新
综艺中，观众能看到现实生活中当代年轻人的喜
好变迁、相处模式、性格特质等多层面的新气象。

近年，在头部爆款缺失的情况下，在小圈层进
行细分与深耕成为市场的共识。无论是各平台围
绕优势赛道的深化布局，还是面向细分领域的持
续探索，抑或是将内容创作重心进一步向新综艺
倾斜，都显现出行业应对环境变化的积极态度。
未来，随着更多内容释出，在行业持续创新之下，
期待更多优秀节目与观众见面，为整个综艺市场
产生提振与推动作用。

抖音平台“晓家晓事”的两

位UP主，是来自天津人民艺术

剧院的付晓博和天津儿童艺术

剧团的丁晓晨，他们是一对夫

妻，也是专业的话剧、影视剧演

员和编导。他们以生活点滴为

灵感所创作的短视频，演绎了

很多温暖人心的小故事。“晓家

晓事”账号创办半年多，“粉丝”

量超过 30万，视频点击量过

亿。有网友看了“晓家晓事”的

故事后，表示“我想回家了”。

“晓家晓事”在视频简介里这样

写道：幸福其实很简单，有家

回，有人等，有饭吃。岁月静

好，不过是家中那碗热汤，和始

终为你点亮的那盏灯。

主对话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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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档节目呈现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