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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话题

当诸位“好声音”成为中国音乐的新生力量时；当各位

“好歌手”站在草根的舞台上较量，等待观众的“二次检验”

时，我们不禁疑问，谁会是下一个中国“好歌手”？

收视率已经破 2

2013 年 2 月，《中国好声音》结束“巅峰对决”已经有
五个月之久，然而“好声音”的效应仍在发酵。又一“舶来”

选秀节目《我是歌手》开始走红。

2013年 1月 18日首播以来，《我是歌手》收视率节
节高升。据《我是歌手》官方微博数据显示：《我是歌手》

首播，CSM 全网收视率 1.06，份额 6.07%；CSM29 中，收
视率 1.46，份额 5.71%，占据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的宝
座。在刚刚结束的 2 月 22 日第六期，收视率已经破 2，
市场份额更是占到 9.34%。

有湖南卫视内部人士爆料，《我是歌手》收视火爆

甚至拉高了在其前时段播放的《天天向上》，号召力可

见一斑。

有人称《中国好声音》是 2012年中国选的最“牛”的选
秀节目，而《我是歌手》是 2013 年中国听得最“爽”的现场
音乐节目。

业内人士分析，“‘超女’‘快男’的时代已经结束，平民

选秀节目模式上的大同小异给广大观众带来的审美疲劳

需要新鲜的力量来激活，《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就是

这样的‘新力量’。”

娱乐节目资深制片人姚女士告诉记者，正是因为《中

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有新卖点、有新创意，才能如此吸

引大众的眼球。

据了解，《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冠名会上亿元，并且

一“冠”难求。一亿投入，三亿“收官”，“好声音”成为了

2012 年度“好生意”。而《我是歌手》开播六期，广告费已
经从 15 秒 8.5 万涨到了 13 万元。对比《中国好声音》15
秒 50 万的“目标”，《我是歌手》的广告价位正随着收视
率的攀升而上涨。

“《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这两档节目能够相

继成为吸金王，卫视影响力也是‘功不可没’。”北京知

名广告公司业务主管曾女士告诉记者，全国卫视的整

体营收水平正在超过央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

卫视、深圳卫视盘踞全国卫视广告营收前列。“卫视强

大的号召力既是这些卖座节目的后盾支撑，也是前期

保障。广告商正是看中了卫视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加之

考虑到节目与自身品牌的协和度，才会投入巨额的广

告支持。”

为何“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都是“舶

来品”，而非“土生土长”的中国原创节目。复制国外节目

模式也是“吸金王”长成的一点契机。“广告商在投入广告

之前，需要节目策划部门提供节目收视预期。这些从国外

引进的节目的收视预期一般参照国外播出时是收视率，

而广告商看中这些‘有预期’的投入，往往乐于将广告投

入在引进节目中，而不愿意冒险把钱投在原创节目中。”

曾女士强调，没有收视参考的节目的确很难吸引广告投

入，一般广告商会考虑在节目收视率高升后，追加广告投

入。

当《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收视率一路彪高，广

告收入节节攀升的同时，也许人们已经忽略它们“舶来

品”的事实与本质。2010年 7 月，《中国达人秀》连续三季
打破中国电视综艺节目收视纪录，成为迄今为止国内购

买海外模式制作的成功个案。随之，一股海外节目的“引

进狂潮”席卷中国，《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节目应运

而生。

英国的“好达人”，荷兰的“好声音”，韩国的“好歌手”，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淘金”。如果说《中国达人秀》还是中国

引进国外版权模式制作的一个尝试，那么《中国好声音》、

《我是歌手》的火爆很有可能将唱响中国电视文化产业“引

进”浪潮的主旋律。

“一个原创节目从诞生、成长到成熟的阶段往往都需

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间。《快乐大本营》是一个鲜活的例

子。原创节目‘十年磨一剑’，丝毫不为过。”曾女士对中国

娱乐节目的“引进潮”持中肯的态度，毕竟创作一个全新节

目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然而，这些“舶来品”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水土服不服？

未来之路前景又如何？

《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广告

收入、向视频网站的版权费用，还将整个音乐产业链纳

入到持续盈利的规划之中。签约歌手的商业演出、国内

大型连锁酒吧的定期室内演唱会、中国移动付费彩铃

下载，都在延长选秀选手的生命力，并建立起《中国好

声音》的持续赢利能力。

就目前《我是歌手》主要盈利渠道来看，依然依靠

广告商投入拉动。《我是歌手》日后的发展是延续《中国

好声音》模式，还是突破《中国好声音》的“枷锁”仍有待

时间的检验。

业内人士认为，国内众多购买国外成熟版权的娱乐

节目虽然火爆，但都未找到稳定、持续性的盈利模式，

未来的发展仍在探寻与摸索之中。

2013年 2月 12日。房龙网执行
总裁张劲松在微博上说：在老北京核

心商业区的前门大栅栏老舍茶馆里，

一位朋友正在讨论传统与现代商业，

穿越时空的感觉非常有意思。

征服市场的商人因“茶”而感慨，

因为“茶”的背后是厚重的文化。

茶商的坚守

2013年 2月 22日，北京马连道
茶叶市场 27岁的茶商玲子给记者讲
着自己家人经营茶园的故事时，网站

上的新消息让她高兴的蹦了起来：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日前已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如果成功，将成为武夷

山第三个世界遗产。

玲子生在武夷山，是地道的茶农

出身的茶商。她隔壁的吴裕泰茶庄老

板早就知道玲子是个有理想的孩子。

她常说：“保护历史文化，一直是我们

武夷山茶商的坚守。”

事实上，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

“和”。和，是世界茶商们奉行的文化

理念，也是经营理念。如今，茶商因为

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形成不同

风格的圈子，的确说明了中国人需要

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

这个大茶商圈子里，有三代同

店、同厂的国企员工；有夫妇共同承

保社区小店的大集体员工；有继承爷

爷、爸爸的茶文化精神，但从家族企

业跳出来，开辟网上经营茶叶的第一

人；有放弃画笔、放弃明星身份，默默

开设一间无需挂牌的茶馆的创业者。

茶商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一道龙井茶
泡出了整个江南”

2012年，云南 800多家茶叶商和
着马蹄的踢踏、驼铃的悠扬，往来于

千年的茶马古道，硬是在新疆这块土

地上组成了“茶商圈子”。2013年 1
月，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与新疆师

范大学合作的茶文化基地落户乌鲁

木齐。

新疆茶叶销售量达到了全国前 5
名的事实给商人、学者带来了深刻的

反思。2012年介入茶界品牌的和君咨

询机构的最大赢家和君表示：品牌整

合必须注重从中华悠久茶文化中挖

掘文化元素，从各区域历史名优茶中

寻找“天时、地利、人和”的人文内涵。

一位学过两年日本茶道的专家

告诉记者，全世界有 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居民把饮茶品茗作为一种艺

术享受来推广。因为茶文化包括茶叶

品评技法、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品

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其过程体现形

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中国家庭历来

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但是茶艺文

化并没有形成风气。

2011 年从英国毕业回杭州开茶
馆的李考尼对记者说：“杭州是属于

采茶女、制茶人、茶客茶商们的。一道

龙井茶泡出了整个江南，也泡出了整

个杭城的音韵。茶是一个主题，也是

一个符号。”她的目标是 10年后成就
一个文化茶店品牌。

事实上，中国各地风格各异的茶

铺、茶店、茶馆无数，经典的还可以成

为城市的文化招牌。但是，当八马铁

观音、大益云南普洱茶、湖南黑茶等

组成中国茶叶品牌方阵，出巨资砸向

CCTV之后，企业家们还是明白一个
事实：中国茶产业不缺资金，不缺产

品。尽管茶商请来许晴、李冰冰、胡

静、林志玲等明星代言茶品牌，但是

缺少的还是品牌创新。

正如红茶演绎神话般的财富梦

想一样，普洱茶、黑茶、乌龙茶、绿茶

企业、茶商亦成各种联盟，在各类风

格的茶馆、茶节、茶赛、茶博会中演出

茶文化大戏，谋求市场突围。

距离奢侈有时
只是一步之遥

2007年 12月 23日，在上海嘉泰
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首届中国茶文

化拍卖会”上，004号 100克“神思金针
梅”估价 8000—10000元人民币，最后
以 10000元港币成交。此后就有奢侈
品研究者断言：“中国要想出现奢侈品

市场，唯一一个有大机遇的是茶叶”。

这也是几代中国茶商的梦想。

中国的茶叶可以成为奢侈品的

坯子的原因在专家欧阳坤看来是“具

备世界奢侈品牌的四大基因”：悠久

的历史渊源、讲究的茶道工序、挑剔

的专业器皿、相对的文化气息。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 2010—
2011中国品牌全球消费份额调查报
告》显示，由于中国茶叶文化的博大精

神与其功效，中国茶叶的全球消费者

市场占有的份额在欧洲占 6%、美国占
12%、加拿大占 15%，占据中国消费份
额的第一位，并且自 2009年开始，每
年在国外的消费者逐年递增在 3—5
之间，如此稳定的全球份额，是中国其

他品类的高端产品所不能比拟的。

天天在自己设计的大房子里喝

茶，玩沉香，弹古琴，用定制的毛笔宣

纸作画的画家兼茶馆老板林曦表示：

距离奢侈有时只是一步之遥。中国目

前茶行太多人是用耳朵和眼睛。喝

茶，不是喝茶叶本身。也就是说，时代

的发展，需要这个行业有高品质的企

业家彰显专业能力。

尽管多数人对于周星驰下一次

相见的期待总是在银幕上，但他们却

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现实：无厘头的

“星爷”光芒早已褪尽至胶片封存，真

实的周星驰已是一位纯正的商人。

港媒称周星驰目前拥有至少 15
亿身家，是香港演艺圈最会赚钱的艺

人之一。

2013年 2月，周星驰的《西游·降
魔篇》带来了日以亿计的豪华票房，

造就了史上最震撼的国产片春节档

期。

影片中的魔幻故事，映射到现实

中的周氏商业王国，这样一位脱胎于

“喜剧之王”的企业家在商业江湖中

又有着怎样的一番西游梦幻？

其实，他是一个商人

2月的中国银幕，周星驰是唯一的
主角，尽管他不曾出演任何一个角色。

在没有周星驰参演的《西游·降

魔篇》里，观众处处能看见周星驰。这

部豪取票房的贺岁影片，也是这位明

星商人又一桩成功的生意。

与此前《泰囧》引发的全民惊呼有

所不同，周星驰电影的成功被认为是

意料之中。

一直以来，周星驰电影的光芒很

容易掩盖了他的商业作为，而他的从

商阅历其实并不比从艺之路短太多。

1988年，周星驰 26岁，这是他进
入演艺圈的第 6年。彼时，他只是默默
无闻的龙套和无甚名气的儿童节目主

持人。这一年，一次偶然机会使他获得

了一部电影中的角色———依然是个小

角色，但却让他捧得金马奖，终于在电

影圈有了一小块立足之地。几乎是迫

不及待的，第二年，周星驰开了一家名

叫星炜的房地产公司，与妈妈、妹妹共

同担任公司董事。

这是周星驰从商的开始。他的商

人岁月几乎与明星之路一同起步。

此后多年的星光熠熠中，周星驰

的商业足迹没有被过多注意，因为周

星驰这个名字，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

内容———关于演戏和绯闻。

1999年，周星驰的绯闻头一次与

从商紧密结合在一起。媒体发现周星驰

与香港地产大王于镜波的女儿于文凤

同游日本。周星驰一直不缺明星女友，

这位出身商界豪门的圈外新女友“实属

意外”，于是让媒体发现了如下讯息：除

了打算无厘头演喜剧之外，周星驰还有

别的人生计划———比如做生意。有消息

称，周星驰地产投资的幕后智囊和重要

执行者正是于文凤。周星驰后来在投资

领域的成功离不开这位前女友。

同年，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上映，

成为 1999年香港票房之冠。正是在这
部影片中，周星驰说了一句经典台词：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而在现实中，他

的台词应该是：“其实我是一位商人”。

从 1989 年开始，周星驰逐渐将
“炒楼”练就得如同他的演技一般出神

入化。在媒体列出的

周星驰投资地产名单

里，有豪宅、有商铺，

地点不同，价位各异，

但有一样相同：鲜有

失误，进账愈丰。

炒楼不只是周星

驰的理想，他也炒股。股市和楼市为其

积累了充足的原始资金，于是他还要

做点别的生意。早在 1994年，周星驰
就与人合资组建了电影公司。两年后，

他抽出了股份，成立了第一个属于自

己的电影公司：星辉海外有限公司。

2000年，品记国际成立，周星驰持有超
六成股权。5年后，品记国际上市申请
未获通过，而同期市场消息透露，品记

市盈率达 33倍。
周星驰的商业征途和电影之路看

上去合拍之极：第一次合建电影公司，

周星驰拍出了《大话西游》；自建星辉公

司后，第一部创业片是《食神》；2004年
彩鹰控股公司收购关键一役，亦是《功

夫》上映之时；2010年，借壳帝通国际
上市、成立比高公司，也拉开了现今票

房之霸《西游·降魔篇》的拍摄序幕……

在观众眼中，周星驰是 20多年来
银幕上所呈现的一个个经典角色，而

随同这些虚构人物一步步走来的还

有———商人周星驰。

“孤独”的周董

2004年，周星驰将购于 8年前的

香港普乐道七号豪宅

卖掉。当年 8000多万
港币买进，换来的是两

亿港币。周星驰接着

用这笔钱买下了太平

山山顶的天比高别墅，

并继续投资 3.2亿，获
批再建成四栋别墅，使

之达到市值 9.2 亿港
币。

同样是在

2004年，周星
驰的电影《功

夫》上映，创下

香 港 票 房 新

高，并成功进

军内地，实现票房过亿，全球票房则

近 1亿美元。
很快，外界都感知了周星驰对于

“比高”这个词的热爱。

2010年 2月，周星驰成为帝通
国际第一大股东，成为公司执行董

事。随后，他将帝通国际更名为比高

集团。此后，周星驰将比高集团的整

个经营方向转向于电影制作、知识

产权衍生产品及电影院线的开发

上。

看上去，“比高”也成了周星驰的

一种心理状态,而这种欲比高的情结，
与他传闻中的“怪性格”有了某种凑

巧的“契合”。离开片场、身处商场的

周星驰，面对的不再是设置好情节的

剧本。现实中没有先苦后甜的反转剧

情，只有随时变天的商业江湖。他的

“不近人情”、“少言寡语”，都使他看

上去是个不好相处的老板。

在比别的企业家更多关注度的

“不幸”环境中，周星驰的一切都好似

被放大了。几年前的“倒周”风波，不

只是他“人缘差”的揭底式爆发，更像

是身为老板的周星驰对其经营团队

凝聚“无能”的写照。与拥在他身边的

众多热情粉丝形成对比的是，曾经的

默契搭档和得力干将如今大都离他

而去。在所有这些有关世情冷暖的桥

段中，最戏剧化的莫过于前女友于文

凤为追讨佣金诉诸公堂。

在观众眼中，电影里少了那些曾

经的“熟脸”，而在现实中的周星驰商

业团队，昔日老将已经走得差不多一

个不剩。在新鲜面孔的簇拥下，周星

驰看上去是个“孤独”的周董，也许唯

有“比高”的豪气才可填补某种情感

的空白。

媒体惯常用“影视帝国”来描绘

周星驰的商业梦想，但在远离摄影

机的时空里，商人周星驰的世界如

同一部没有结局的电影：充满想象

空间。

最新的消息称，周星驰有意投资

内地旅游地产，将联手内地企业在浙

江乌镇打造“大话西游”系列电影主

题影视公园。

另一边，已破 8亿票房的《西游·
降魔篇》热度仍居高不下。最终的票

房仍然是个变数，但可以预料的是，

周星驰行走于商业江湖的梦幻之旅，

绝不会因为影片下线而止步。

商人周星驰的西游梦幻
本报记者 汪静赫

本报记者 江雪

“喝茶”其实喝的不是茶

在观众眼中，周星驰是 20多年来银幕上所呈现的一个个经典角色，而

随同这些虚构人物一步步走来的还有———商人周星驰。

有奢侈品研

究者断言：“中国

要想出现奢侈品

市场，唯一一个
有大机遇的是茶

叶”。

谁是下一个
中国“好歌手”？
本报记者 范思绮

“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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