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的国产综艺市场，

选择大牌明星，迎合年轻人的语

境、甚至是引领年轻人的流行

语，才是“爆款综艺”的必备特

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老年人

的荧屏形象，或是局限于相亲节

目中的奇葩父母，或是作为明星

子女的陪衬，然而事实却是，这

些银发嘉宾所能带来的能量，超

越你我的想象。

纵观开年以来的各大综艺，

频频出现“宝藏父母”。除了《忘

不了餐厅》中五位形象鲜明、同

时承担笑点与泪点的老人，《我

家那小子》《我家那闺女》观察亲

属团里开朗乐观的钱枫妈妈，搞

笑担当的袁姗姗爸爸，《女儿们

的恋爱》里时尚有趣的沈梦辰爸

爸，都曾成为话题热点。但在那

些让观众忍俊不禁的话题背后，

却是缺席荧屏已久的老人群体。

其实，就在几年前，综艺市

场就曾掀起过一阵“银发热”。

以明星和爸妈关系为主题的孝

道真人秀《带着爸妈去旅行》《旋

风孝子》，聚焦明星和岳父岳母

关系的《女婿上门了》，都曾引发

过关注。孝道真人秀之所以动

人，在于其展示的是明星的家庭

角色和人情担当，但在具体操作

层面，依然难以摆脱“真人秀按

剧本演”的窠臼，素人在镜头面

前的不适感依然严重，这类题材

因此迅速被市场所抛弃。

国产真人秀，向来是号称

“明星+素人”，其实只偏重明星

而轻素人。在明星资源几乎被

挖掘殆尽的当下，在素人身上做

文章是务实的选择。《忘不了餐

厅》里的五位爷爷奶奶，是节目

组从全国 1300位老人中选出的，

如此耐心地筛选，在无比浮躁的

综艺市场，显得难能可贵。1
（据《北京日报》）

记者观察

综艺市场应有“银发族”一席之地

“忘不了餐厅”是一家很特

殊的餐厅，服务员是五位患有

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担任店

长的黄渤是配角，负责观察和

记录。都说真人秀有剧本，无

论明星还是素人，都照着既定

的剧本演。但 《忘不了餐厅》

恐怕没有剧本，即便有剧本，

参与者也记不住。就是这家可

能会上错菜的餐厅，戳中了无

数观众，他们仿佛从节目中看

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

五位“宝藏老人”从 65 岁

到 81岁不等，他们外表看起来

并无异状，但他们的脑子里比

别人多出了一块“橡皮擦”，每

天的记忆都被擦掉一点。 69 岁

的 小 敏 爷 爷 是 一 名 退 休 水 电

工，也是节目的实力担当。 65
岁的“公主奶奶”，两年前还是

妇产科主任，思维退化后更像

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女。 81 岁的

大桥爷爷是退伍军人，写得一

手好字。 79 岁的蒲公英奶奶是

会说四国语言的教授， 10 年前

医生就说她只能再活 5年，她不

想“等在家里，等着死亡”，所

以她保持弹钢琴、学画画等认

知训练。而 69 岁的珠珠奶奶，

年轻时脑袋摔伤，如今出现语

言障碍，常常忘词，但她很爱

笑，是大家的“开心果”。

全世界每 3秒会新增一位认

知障碍患者，阿尔兹海默症就

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伴随着

大脑功能退化，他们可能会逐

渐丧失记忆、自理能力，甚至

丧失情感。无论是五位老人还

是来餐厅的客人，其实都是社

会现实的棱镜，折射着最严肃

的社会问题：目前，我国约有

1000 万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预计到 2050 年，患者人数将达

到 2700万名。

然而，在明晃晃的太阳底

下，我们却很少“看见”这样

的老人。节目制作方要做的是

别把患者看成奇怪的人，让老

人摆脱疾病带来的耻感。《忘不

了 餐 厅》 官 方 微 博 发 的 第 一

条，是关于认知障碍是什么，

有一个网友的留言特别刺眼，

“ 说 那 么 多 ， 不 就 是 老 年 痴

呆”。节目导演王童说：“正是

大家对这个病的歧视，让很多

人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所以

漏诊率高达 70%。希望这个节

目播出后，大家能知道，认知

障碍患者是非常正常的人，就

像你得感冒一样。”

把悲情的病痛变成快乐的

综艺，温情而坚强，从残酷现

实出发又不失温暖，是 《忘不

了餐厅》 最大的温柔。“悲情的

病痛”和“快乐的综艺”，看似

相差甚远，实际上是当下娱乐

场对现实的回归和关注。黄渤

坦言，开这家餐厅对阿尔兹海

默症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知训

练，“欢笑之余，让我们认知这

种病症存在的普遍性，也让我

们更加坦然地面对它，也希望

看到节目的老人能更加坦然地

面对自己，另外能够通过节目

让大家认知到这些老宝贝们有

多么可爱，家有一老，如有一

宝。”

不止国内综艺，5月 2日在

BBC开播的 《健忘合唱团》，也

把焦点投向了认知障碍。身为

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大使的著名

女演员 Vicky McClure 联手科学

家 团 队 共 同 走 近 、 探 索 痴 呆

症。他们组建了一个由痴呆症

患者组成的合唱团，并以举办

专 门 的 音 乐 会 为 目 标 进 行 排

练。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们

将探究音乐是否能对痴呆症患

者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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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 ,韩剧与国产剧都加

大了翻拍对方的步伐。

韩国翻拍了国产剧《步步惊心》

《我可能不会爱你》等。而国产剧更

是翻拍了多部韩剧 ,如《相爱穿梭千

年》翻拍《仁显王后的男人》、《柒个

我》翻拍《杀了我治愈我》、《漂亮的

李慧珍》翻拍《她很漂亮》、《一不小

心爱上你》翻拍《蓝色生死恋》、《高

兴遇见你》翻拍《咖啡王子一号店》,
等等。而《请回答 1988》确定翻拍

前 ,韩剧口碑作品《信号》《W 两个世

界》《听见你的声音》也确定要翻拍。

虽然这些原版剧在韩国、中国

观众中都是人人叫好的剧 ,但翻拍

后 ,口碑都不算太好 ,甚至由张一山、

迪丽热巴等高流量明星主演都带不

动观众的积极性。翻拍剧《相爱穿

梭千年》由井柏然、郑爽主演 ,剧情

重点改为朝廷争斗 ,与韩国原版的

“甜宠”风格不同 ,但改得比较成功 ,
是近年来比较引关注的翻拍剧 ,但
也没有原版的呼声高。而其他翻拍

剧则败在改编、主角号召力等方方

面面 ,更多作品是买过版权来 ,用以

捧国内新人 ,然后悄没声息地扑街。

国产剧之所以孜孜不倦地翻拍

韩剧,一是可以凭借原剧的名气打造

声势,宣传方面更加有力,更是有利于

影视剧公司借此推出新人,便于包

装。不过,翻拍也有风险,原剧深入人

心,观众先入为主,很难接受翻拍剧,
有点儿瑕疵就被放大,引起观众集体

反感。1 （据《齐鲁晚报》）

韩剧翻拍 ,观众不嗨

年代感、青春怀旧只是《请回答

1988》的外衣 ,该剧真正触动人的是

饱满的生活细节和浓郁的人间情

感。它不把怀旧当成噱头 ,而是真

正让人看到了美好的青春岁月和邻

里之间的情感。观众为剧中失恋的

“狗焕”,摔了键盘 ,但又心服口服 ,因
为青春的爱情就是苦涩的；观众为

剧中“豹子夫人”悄悄地给德善家送

去救急的钱而泪流两行 ,为德善父

亲做好人为朋友背负多年的债务而

唏嘘不已……青春没有国界 ,也没

有太多年代的隔阂 ,很多代人的青

春 ,其实都不谋而合；而亲情、友情

更是不分年代。若诠释好了普通人

的生活细节与情感 ,其实《相约九

八》就赢了一大半。

细节衬托下,《请回答 1988》中的

每个人物都非常成功。青年一代的

成德善、崔泽、金正焕、成善宇、刘东

龙、成宝拉、金正峰可谓一人一个样,
活蹦乱跳地闯入观众视野。少年围

棋天才崔泽和“有毒 boy”金正峰不

走寻常路,成德善是善良又幸运的女

孩,金正焕有着别扭又让人心疼的青

春,成善宇是身边的那些普通的既少

年老成又青春洋溢的男孩,刘东龙则

是人群中那个肆意挥霍青春又看透

世事的人,堪称该剧的“灵魂人物”。

剧中老一代角色则都由韩国老戏骨

来诠释,成东镒、李一花、罗美兰、崔

成武、刘在明、金英玉都是本名出演

“自己”,将父母一辈或轻松或沉重的

故事都诠释得很完美。该剧人物众

多,每一个角色都需要演技派来支

撑。所以,翻拍消息爆出后,《相约九

八》的选角也备受关注。

纵观国内演艺圈 ,与剧中角色

年龄相似、演技相当的 1981年左右

生的男女演员 ,其实并不好找 ,名气

够大的 ,演技不够 ,演技足够的 ,又名

气不够大。但鉴于韩剧选角都“弃

帅保演技”,国内观众也希望这是一

部演技派支撑的剧。

因为该剧还没有“官宣”参演嘉

宾,网上爆出的杨紫、刘昊然等年轻

演员主演,宋丹丹、梅婷、郭涛等强大

配角阵容加盟的消息,还不确定真

假。但韩剧迷们最期待的当然是由

演技过硬的“戏骨”们来挑大梁,消化

这些角色。甚至有网友恳请剧组在

选角上“一定要选贴近人物性格的演

员,切勿大量起用没有演技的流量演

员或小鲜肉”。毕竟《相约九八》在起

点上就已不缺乏热度,若角色演技平

平,会让观众的失落感加倍。

别把怀旧当噱头 ,呼唤真情实感

《请回答 1988》是韩国 2015 年

播 出 的 青 春 怀 旧 剧 ,年 代 定 位 于

1988 年前后 ,故事发生在首尔市道

峰区双门洞 ,因成功塑造了五个温

情的家庭、五位性格各异的年轻人

而风靡中韩。剧中温暖的邻里街坊

间的互帮互助 ,青春期爱情的敏感

与懵懂 ,同龄人间坦诚相见的友谊 ,
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豆瓣评

分 9.7 分 ,被评为让“观众每一滴泪

都发自灵魂深处”的神剧。

《相约九八》不是《请回答 1988》
的照搬 ,而是本土化再创作 ,讲的是

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的深圳市罗湖

区 ,来自天南海北但住在某条小街

上的五户人家发生的故事。两剧的

人物构成、故事脉络相似。值得一

提的是 ,《相约九八》选取的时间点

和拍摄城市很令人期待。

《请回答 1988》在怀旧上做足了

文章 ,剧中出现的 1988年汉城奥运

会、港片《英雄本色》、韩国大学歌谣

祭、修学旅行、围棋界石佛李昌镐、

电台情缘、随机恶毒信件、废除同姓

禁止通婚等年代感鲜明的元素 ,以
及陆续登场的各种流行明星、动画

片、歌曲、服饰发型、零食等都极具

年代感 ,与剧情完美融合 ,能瞬间拉

近与观众的情感沟通。

而 《相约九八》 把故事发生

地设定为深圳 ,其实有很多年代感

的内容可以发掘。深圳作为经济

特区 ,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5 个主角

是跟随深圳特区一起成长起来的

一代人 ,想必有很多与时代相关的

故事。而 1998年对于中国来说 ,也
是非常有故事的一年 ,发生了很多

让普通大众有情感共鸣的事件 ,比
如互联网大潮、电视剧 《还珠格

格》 等。若能把上世纪 90 年代的

深圳故事写得生活化 ,相信会很有

趣味。

1998年的深圳会有什么故事

近日,据称大热韩剧《请回答 1988》将被翻拍成国产
剧,命名为《相约九八》。此消息一出,引发剧迷强烈关
注。《请回答 1988》之所以成为经典,皆因其对温暖的亲
情、友情、爱情细致入微的呈现,而能否刻画出时代大背
景下小人物的生活质感,也是翻拍版《相约九八》面临的
挑战。

韩剧神作韩剧神作《《请回答请回答19881988》》将被翻拍将被翻拍

观众呼唤
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和演技

“回忆杀”炒热皮卡丘电影

虽然只是宝可梦系列游戏的

第一部大电影 ,《大侦探皮卡丘》的

来头一点都不简单 ,宝可梦是全球

营业收入最大的娱乐品牌 ,营业收

入高达 591 亿美元 ,远高于位居其

后的 Hello Kitty、星球大战、米老

鼠、马里奥等。在中国 ,宝可梦至少

有四种称呼 ,分别是“神奇宝贝”、

“宠物小精灵”、“口袋妖怪”、“精灵

宝可梦”。宝可梦诞生二十年来 ,陪
伴了 90后成长。

宝可梦游戏改编的电影,受到了

90后观众的热烈追捧,这从影片的

观众大数据可以看出来。灯塔专业

版的数据显示,《大侦探皮卡丘》观众

里,20至 24岁的占比高达 43.4％ ,25
至 29岁的占比 23.3％ ,两者数据相

加,显示该片 90后观众的占比高达

66.7％,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近年来 ,随着中国影市的发展 ,
越来越多在中国有广泛观众基础

的动漫改编电影进入市场 ,大批陪

伴 80 后、90 后成长的 IP,让这些影

市的中坚观众群开始为“回忆杀”

买单 ,其中 90后一代为“回忆杀”买

单的特点更为鲜明。比如最近 5年
来中国影市引进的 11 部日漫改编

电影里 ,票房过亿的有 6 部 ,其中 4
部是在 90 后观众群体中有广泛号

召力的“哆啦 A 梦”改编电影 ,其中

2015年在中国上映、以“回忆杀”为

宣传点的《哆啦 A梦 :伴我同行》,票
房更高达 5.3亿元 ,创造了近年来日

本影片在中国的最高票房纪录。

数据显示 ,《哆啦 A 梦 :伴我同

行》以及票房 1.5亿元的 2017年“哆

啦 A 梦大电影”,20 岁至 29 岁的观

众比例都超过 67％ ,同样属于非常

高的比例。虽然 2015 年、2017 年

20至 29岁的观众不完全是 90后 ,但

大部分是和 90后群体的年龄重合

的 ,90后为“回忆杀”买单的现象 ,已
成为电影市场的一个重要趋势。

90后已成电影市场绝对主力

导演郭敬明之前在接受采访

时说：“现在电影的观众群在不断

更新换代 ,2009 年观众的年龄是

25.7岁 ,但是到了 2013年的时候已

经变成 21.7岁。”也有数据称 ,中国

电影市场的观众市场平均年龄是

21.3 岁 ,以女性为主。2017 年有研

究机构对 16000 名观众调研 ,得出

中国电影观众平均年龄为 24岁 ,其
中 在 18~21 岁 之 间 的 比 例 占 到

41.7% ,30 岁以下人群占到绝大多

数 (88.9%),可见目前中国电影受众

主力军仍为年轻人。

记者综合各方数据得知 ,20 至

29岁的 90后观众 ,目前是影市的绝

对主力。不仅开始“怀旧”的 90后
在《大侦探皮卡丘》《哆啦 A梦 :伴我

同行》的观众占比高达 67％左右 ,属
于非常高的占比 ,大部分影片 90后
观众的占比也高达 45％至 60％。

记者调阅灯塔专业版数据发

现 ,《流浪地球》20~24岁观众想看指

数占比 25.8％ ,25~29岁观众想看指

数占比 20.3％ ,综合起来 90后观众

比例约为 46.1％；《战狼 2》20~24岁
观众想看指数占比为 30.8％ ,25~29
岁观众想看指数占比 27.9％ ,综合

起 来 90 后 观 众 想 看 指 数 占 比

58.7％；正在热映的《复联 4》90 后

观众占比为 60.1％。像《大侦探皮

卡 丘》这 样 90 后 观 众 占 比 高 达

66.7％的情况 ,确实罕见 ,显示了 90
后观众对该片的追捧。

数据也显示 ,不同影片对照的

观众性别也有明显差距,《战狼 2》男
性观众占比超过 65％,女性观众不到

35％；《流浪地球》在观众性别上有着

相似的数据,男性观众超过 61％,女性

观众不到 38％；《复联 4》《红海行动》

等大片,都是男性观众占比远高于女

性观众。在观众性别方面,《大侦探

皮卡丘》给出了与上述大片相反的数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大侦探皮

卡丘》男性观众想看指数占比仅有

41.9％ ,女性占比达到 58.1％ ,显示着

90后女性观众比男性观众更能接受

这类“回忆杀”的电影作品。将于 6
月 1日上映的最新一部“哆啦A梦”的

男女观众想看指数,目前差别不大。

之前票房超过 5亿元的《哆啦A梦:伴
我同行》也更受女性观众青睐,数据

显示,《哆啦A梦:伴我同行》男性观众

想看指数为 47.4％,女性观众 52.6％,
“哆啦 A梦”在女性观众中更有观众

缘。1 （据《烟台晚报》）

越来越多有观众基础的动漫改编电影进入市场

90后已开始为“回忆杀”买单
近期电影市场的一个亮点,

是电影《大侦探皮卡丘》异军突

起,突破《复联 4》的垄断态势,以

6 天超 3.4 亿元的票房,位居单

日票房冠军。作为一部根据日

本 动 漫 游 戏 改 编 的 美 国 电 影,

《大侦探皮卡丘》的市场表现显

示,中国的 90 后电影观众已经

开始为“回忆杀”买单。

综艺《忘不了餐厅》戳中无数观众，让他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老人演主角，用温暖战胜病痛
一档叫《忘不了餐厅》的节目，成为近期综艺市场上的一匹黑马。两期节目播出后，豆瓣评

分高达 9.4 分。在节目播出之前，这档杂糅了餐厅经营、老人嘉宾、慢综艺等多个已经“过时”标
签的综艺节目，的确很难让人提起观看的兴趣。然而，怀着“谴责黄渤为啥不参加《极限挑战》
而要来开啥餐厅”的心情等着这部综艺被骂的观众，却“一会儿哭成狗一会儿笑成猪”。

店长黄渤店长黄渤 曾引发关注的曾引发关注的《《旋风孝子旋风孝子》》海报海报

《《哆啦哆啦 AA 梦梦::伴我同行伴我同行》》曾创日本影片在中国票房纪录曾创日本影片在中国票房纪录

《《请回答请回答 19881988》》剧照剧照

《《请回答请回答 19881988》》海报海报

皮卡丘皮卡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