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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许瑞坤

团综，即一个艺人团体专属的一档综艺
节目，一般是十几期，每周更新一期，介绍
的是团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以及一些活动。原
本是由偶像经纪公司自产、拍给饭圈粉丝看
的功能性综艺。当前，喜剧团体纷纷加入这
种综艺节目，颇有搅动一池春水之势。

2020年，德云社首先试水，《德云斗笑
社》开创了喜剧团体+综艺的新形式，如今
第二季也正在拍摄中。今年6月，辽宁民间
艺术团的《象牙山爱逗团》在优酷播出；近
年来从剧场转战大银幕的开心麻花，也将推
出《麻花特开心》，沈腾、马丽、常远等元
老将在节目中登场。至此，国内三大火爆喜
剧团体都有了自己的团综。

从相声、小品到话剧，从“挑战”类、
真人秀到竞演类，喜剧团体的团综之路为何
大火？前路又将如何？

从剧场到线上：

喜剧新业态在崛起
去年，受疫情影响，戏园、剧场、大舞

台等传统的喜剧表演场所无法正常开门纳
客，给以门票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喜剧团
体带来了一定的生存压力，以转战互联网平
台破局，成了喜剧团体的共同选择。

“我们不敢开演出，演一场就赔一
场，演员都去做直播或艺术培训的兼职
了。”对于这样的困境，在济南某剧院驻
场演出的刘姓工作人员坦言，他们到现在
也没敢强作排期。

线下剧场冷落，就连郭德纲也多次表
示，并不看好线下剧场的前景，认为线下剧
场挣不着钱，德云社的小剧场其实有一半的
公益性质。最火的德云社尚且如此，线下剧
场的逼仄可谓一叶知秋。

线上则天地广阔。岳云鹏、郭麒麟、张
云雷、秦霄贤，单算这几位“顶流”，微博
粉丝总数就有数千万。利用好这个优势资
源，转化粉丝巨大的能量，成了德云社商业
运作睁眼就能看到的一步棋。喜剧演员不仅
台上得有“包袱”，台下也立有“人设”，
得把粉丝饭圈化。于是，打造团综“抱团搞
笑”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做这类节目，演出团队最直接的收益就
是“钱”途大开：与综艺制作播出平台方签
约时所规定的版权、出场、冠名、广告、宣
发推广等分成，是显性收入。而除此之外的
隐形收益更为可观：演员通过网络综艺吸引
粉丝、获得关注，未来都会将网络流量部分
引向其主营业务，把粉丝注意力资源转化为
应援、买票等实际资源，通过运营粉丝群体
实现长久获利。显性和隐形收益两条线“并
行”，将网络综艺吸引的流量变现，可让这
些国内喜剧天团赚得盆满钵满。

因此，喜剧与团综携手的“流量变
现”，意味着喜剧新业态正在崛起。目前国
内头部五大喜剧团体（德云社、开心麻花、
赵家班、大碗娱乐、笑果文化），在经营业
务上走的都是多元发展路线。比如去年年底
德云社在抖音开启了“龙字科收徒招生”话
题，将包括海选、竞演、指导的招生全过程
在抖音直播，德云社主要班底也纷纷在抖音
注册账号开启直播，出现了比《德云斗笑
社》还要火爆的场面。开心麻花深度拓展线
下主营业务的布局，推出了集戏剧、展览、
文创于一身的“开心麻花民园剧场”，赢得
广泛热议。大碗娱乐以春节档电影《你好，
李焕英》强势进入大银幕，成为国内喜剧电
影市场又一强大竞争者，旗下贾玲、许君

聪等演员在短视频平台也一直保持着较高
的热度。

“喜剧行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核心业
务变动不大、经营方式多变的行业。核心
业务的稳定性可以帮助喜剧人、喜剧团体
迅速接纳传媒业的新形态，形成喜剧+N的
经营模式。可以预见，这种互联网思维主
导下的喜剧新业态，未来将会深深影响传
统喜剧行业的方方面面，为喜剧行业带来
更多发展新机遇。”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臧丽娜表示。

粉丝狂欢，演员“涨粉”

至少从眼前看，新业态“为喜剧行业带
来更多发展新机遇”并非虚言。在粉丝狂
欢、演员“涨粉”的互动中，喜剧行业显现
了空前热闹。

与《歌手》《我就是演员》相比，喜剧
类题材的综艺节目凭借“笑”打动人，受众
人群可以说是更广。以德云社为例，《德云
斗笑社》第一季，他们重点面向粉丝生产内
容，每期节目，师兄弟们都是做游戏和演节
目两不耽误，前半段甭管是剧本杀还是“藏
猫猫”，其实是为了呈现“相声天团”日
常，让粉丝一睹师兄弟调侃斗嘴、搞怪玩笑
等原本无从了解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
后半段，“命题相声”重在表明这帮年轻人
可不是“花瓶”，捧逗搭档不固定、演出时
间卡点、演出段子随机……这些障碍看似是
有意的“为难”和“考验”，实则在展现这
些“相声偶像”们兼具实力。节目谈笑间，
再穿插些师徒交心、申明祖训规矩，时尚感
里立马掺进了传统文化的“情怀”。如此一

来，喜剧偶像得以全方位地展现自己的个性
特征，还满足了粉丝各种花式“磕CP”、消
费偶像情感溢价的愿望，粉丝黏性大大增
加。这个能让观众从头笑到尾的节目，也收
获了大批的好评。节目第一季，截至目前有
23813人评价，收获7 . 4分的高分，半数以上
的人给予了4颗星以上的评价。

“可以说这是社粉的狂欢。每次节目
播出就是我们的‘福利时刻’。你到超话
社区微博里看看，大家不仅是在追正片，
连花絮、彩蛋都得讨论好几番。而师徒父
子，搭档情深，这样的镜头一出现，弹幕
上就会被一片‘欢呼’和‘感动’刷屏。
我甚至觉得这比剧场演出精彩多了，是一
般的综艺体现不出来的。”资深德云女孩
“央央”告诉记者。

团综“吸粉”能力惊人，而“圈粉”的
过程，也是对喜剧演员培养与发掘的过程。
对于喜剧自身的良性循环发展，较之线下的
剧场，效果不可同日而语。臧丽娜认为，
“这在模式上也属于偶像工业模式，其不仅
仅局限于学习明星经纪公司造星的行为，还
有培育人才的目的。”因此，节目就是一个
“综艺感训练场”，能最大程度发挥笑星们
的人格魅力和专业能力，为综艺界输送人
才，同时也能为更多演员提供曝光的机会。
现在看，喜剧团综已形成了一个“明星引
流、新人吸粉”的流量闭环。同团体的年轻
演员、“脸生”演员与当红成员“绑定”，
蹭了流量，也展现了自己。《象牙山爱逗
团》先导片中，宋小宝表示：“师兄弟们身
上都有独特的特点，希望通过团综，让更多
观众来熟知他们。”

而效果也的确喜人。在《德云斗笑社》

中，岳云鹏的徒弟尚筱菊因为露脸频繁，顺
利“出圈”，还被刘德华称为“最爱”，而
伴随着播出，各成员涨粉量总计达到了840
万。宋晓峰、文松、杨树林、田娃、周云鹏
这一团的东北喜剧人，奉上的表演被网友赞
为“虽土但嗨”。他们在上海争当“时尚先生”，
跑到浙江《1818黄金眼》当起了民生调解员，
一系列的名场面走下来，把“为什么东北人一
开口就想笑”的话题推上了热搜。

正是新业态的优势，使各个制作单位都
乐得进入这个赛道，分一杯羹。据统计，
2021年，预计共有19档喜剧综艺上线。包括
《金牌喜剧班》《笑起来真好看》《跨界喜
剧王5》等。

虽然是“人保戏”，

但舞台要求更严苛
现在看起来，喜剧与团综联手红红火

火，但这是不是短暂的狂欢？
从以前的综艺节目走势来看，结论并不

太乐观。“每个综艺节目都会面临资源枯竭
的窘况，就算是曾经大火的《歌手》系列，
基本把圈里能请的大咖都请来了，最后也无
可奈何宣布停拍。”北京的娱评人钟楠对记
者说。

即使是喜剧自身的爆款，也不乏走麦城
的先例——— 曾经的“王炸”，东方卫视《欢
乐喜剧人》，曾开创了喜剧人竞演的综艺形
式。但接连几季做下来，综艺录制局限于演
播室场景，形态已经严重老化，参与明星的
咖位不断降低，收视口碑崩塌，豆瓣评分只
有3 . 4。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打造了《欢乐喜
剧人》《跨界喜剧王》的阿苏，在制作《象
牙山爱逗团》时颇费苦心。为了更好地破圈
传播，他想把“喜剧+”发挥到极致，将节
目定位为“喜剧人城市旅游真人秀”，打破
地域限制，让东北的喜剧人辗转南方多个城
市，寻找东北喜剧与不同地区风土人情的碰
撞。然而，依然有相当数量的观众对此并不
买账：“游戏+任务”与东北笑星显得“不
搭”，复杂得让人听不懂更不招笑；节目有
“为了让你笑，故意胳肢你”之嫌，鲜少体
现专业的二人转或是小品文化，失掉了东北
二人转“天团”最大的特色。

因此，对于喜剧团综，最大的不确定因
素，是“娱乐性”与“专业性”二者如何平
衡。毕竟，喜剧团队从剧场走来，本就是靠
业务能力和内容闯出名堂，如果只在节目中
插科打诨、游戏打闹，满足于抓取流量，把
“立身之本”弄丢了，得不偿失。

所以，能否保持对剧场的坚守，是新业
态能否真正支撑住的关键。这一点，郭德纲
多次在采访中提及，一个普通的代言就足够
抵得上小剧场一年的收入，但仍然不能离开
剧场。因为剧场对于锻炼队伍很重要，所有
的大演员都是从小剧场出来的。

“ 这 类 艺术形 态 显 然 不是‘ 戏 保
人’，而是‘人保戏’。但这不表明，观
众或者粉丝对节目质量没有要求，反而是
对艺人舞台上的能耐提出了更严苛的要
求。最起码，要让观众看到团队成员有趣
灵魂碰撞出的火花和台下幕后鲜有人知的
行业百态。”钟楠认为。

文化产业中的流量和内容都是双刃剑，
从业者需要掌握好追求流量与追求内容质量
之间的平衡。对于喜剧团体来说，即使积极
尝试互联网思维下的全新经营模式，仍得做
好线上线下联动，坚持内容至上的创作原
则。也就是说，甭管这风筝放出去多远、多
久，那根“线”，还得拴在剧场里，得由观
众牵着。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本报实习生 徐素素

“我不是一个诗人，但永远也不会停止
写诗。”在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郦波，携诗集
《月光迷路 草木生长》到场，与读者谈中
国诗、谈自己的诗，谈诗歌的意义。而这句
看似有些矛盾的话，却恰切地体现了郦波与
诗歌的结缘。

“只要是儒家知识分子，

就没有不写诗的”

“只要是儒家知识分子，就没有不写诗
的。”郦波语出惊人，却也经得住推敲。他
解读：之所以《全唐诗》“只”收录了两千
两百多人的四万八千多首诗，《全宋词》
“只”收录了一千三百多人的两万多首词，
一是因为古代知识分子所占人口比例极低，
二是因为大浪淘沙，得以留存的都是少数的
精品。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就没有不写诗
的，这毋庸置疑。原因很简单，在中国文人
看来——— “诗，缘情”“诗，言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一，写诗是身
份的象征，中国的诗歌单独产生了一套平仄格
律系统，因而文字、诗词，是整个社会脊梁掌
握的，这是一个有别于其他阶层的象征。第
二，通过写诗，可以在诗里面获得一种永恒的
人生，寻找一个永恒和不朽的自我。这是中国
诗学的一个传统，哪怕现实沉重、哪怕现实起
起伏伏、迷茫困惑，可是因为诗，诗人的追求
可以获得一种独立与永恒，这便是“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看上去只能
‘言志’‘缘情’的诗，却是知识分子精神的
根柢所在、归宿所在，甚至，救赎所在。”郦
波说。以“有用”为标准，可以解决世俗与眼
前的需要，而“无用之用”可以为个体灵魂的
根系注入营养，在“蓦然回首”间枝繁叶茂，
让生命绚烂静美。所以，中国的读书人，只要
还有纸笔，只要还能书写，任现世风雨、人生
坎坷，终究可以卓然屹立，九死不悔，甚至，
凤凰涅槃。

获得母语（汉语）语感的最佳方式

便是诗词的学习与创作

自2009年于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大明名
臣”系列、“曾国藩家训”等节目以来，郦
波逐渐为大众所熟知。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参
加央视“中国诗词大会”栏目，担任文化嘉

宾，以其深厚的学养、儒雅的形象、风趣的
点评，广受观众推崇与喜爱。这么说来，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写诗的”，也算得上
是他的夫子自道了。

对他来说，写诗还有更特别的缘分。在
学术专业中，他研究传统文化与训诂学、文
字学，也兼及文明史，将母语文化的基础、
汉字教育作为研究的重点。十几年来，他一
直专注于汉字文化教育与中小学语文启蒙，
在实践中发现，获得母语（汉语）语感的最
佳方式便是诗词的学习、吟诵与诗歌的习
练、创作。由此，郦波重拾当年在生命中偶
然闪现的“文青梦”，着迷于诗词创作，他
的人生便与诗词产生了交汇。

创造出自己的“小诗界”

《月光迷路 草木生长》是郦波的第二
本诗集，也是他写诗十载，数千首习作中的
300首精选作品结集，可谓是他创造的“小诗
界”。全书按春夏秋冬四时更迭的逻辑进行
编排，分《我有一怀清澈》《满天星斗月
圆》《一棵树扶住了微风》《漫天的我，落
在雪花上》四辑。诗歌常以生活场景或自然
景致切入，阐发生命深意，富有哲思，韵味
悠长。而由这些诗歌传达给读者的，正是郦
波想要对这个世界的倾诉。

《月光迷路 草木生长》这个题目，实

际上是来源于诗集中的两首诗。一首是《月
光》。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要么，你做我一种飘零两处闲愁
的流水
要么，我做你无所事事窗前迷路
的月光
一首是《石唱》：
当我执子之手，站立人间
听见无数草木的生长
和坚硬石头的歌唱
这两首诗里，有“窗前迷路的月光”和

“无数草木的生长”两种不同的意象。可以
从中发现，诗歌中蕴含着特别的人生境
遇——— 人生哪怕有再坚定的理想也没有一帆
风顺，当月光都会迷路的时候，人生当然会
迷路、会有迷惑。那么，诗歌的意义就在于
迷惑冲突挣扎中，走过千难万险，九死其犹
未悔。月光都会迷路，可我们这个微小的生
命，像一棵草木一样依然无时无刻不在生
长。“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意象放在一起，
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一个至大至高，还
可以迷失；一个至小至微，却有永不停息的
生命。因为意象的提炼，使其回味无穷。”
郦波解读。

确实，在诗的国度里，常常能获得一种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片刻安宁，
就像《月光迷路 草木生长》这本小巧精美
的诗集所传达给读者的这份清澈明静。

郦波：我不是诗人，但永远不会停止写诗

互联网时代喜剧行业经营转型探索，国内三大火爆喜剧团体都有了自己的团综———

喜剧团综，新业态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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