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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家庭必胜"$号家庭加油#$记
者在现场看到"比赛还没开始"演播厅
就被观众们围得水泄不通" 其中有前
来助阵的亲友团" 也有闻讯赶来观看
节目的市民" 大家在翘首企盼这场文
明礼仪大比拼巅峰对决的同时" 还不
忘在场下热情地为支持家庭加油%

记者现场了解到"决赛分为&文明
礼仪我来答'(&文明礼仪我来说'&文
明礼仪我来做'三个环节% &文明礼仪
我来答' 环节主要考察家庭对中华传
统文明礼仪知识的了解% &文明礼仪我
来说'分为室内和室外比赛"考察了家
庭对践行文明礼仪规范的水平和综合
素质% &文明礼仪我来做'考察的是家
庭才艺"需要参赛家庭以歌曲(舞蹈(

朗诵(小品(情景剧等各种艺术形式来
演绎)文明礼仪$"无疑是本场比赛中
最大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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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快点抢% $在!文明礼仪我

来答$ 环节"!号家庭小朋友看到其他
参赛家庭纷纷抢答" 急得忍不住直跺
脚"赶紧在一旁指挥爸爸按答题器% 由
于各参赛家庭准备十分充分" 每次主
持人还未说完抢答题目" 观众还在云
里雾里" 参赛家庭就已抢先说出准确
答案%

但也有心急的家庭" 因为抢答未
对被屡屡扣分%

在抢答过程中"%号家庭的小朋友
显得特别踊跃" 每次主持人才刚开始
报题目" 心急如焚的小家伙就一把按
下爸爸放在抢答器上的手" 使得爸爸
两次因不知所云答不出题来" 扣了&'

分"气得爸爸对着儿子直瞪眼"乐得观
众笑哈哈%

通过这一环节的精彩比拼"!号家
庭以微弱的优势暂时领先% 在该环节
中"评委对各个家庭的表现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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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比赛过程" 笑点不断的要数
&文明礼仪我来说'环节"该环节需要
参赛家庭派出两名选手按照提示板显

示的文明礼仪用语" 一个用肢体语言
来比划"一个根据对方动作来猜答% 由
于题目相对较难" 参赛选手常常急得
手舞足蹈%

表现力极强的$号家庭小朋友模
仿十分到位" 为了让妈妈能看懂自己
的肢体语言"小家伙使出浑身解数"一
会上蹿下跳"一会左右奔忙"但妈妈还
是迷茫"乐得观众前俯后仰"勇敢的小
选手也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好潮好辣的妈妈$% 在比赛休息
时分" 来自东南亚的参赛家庭载歌载
舞为观众演绎了精彩的弹唱表演"艺
术帅气的爸爸负责弹奏电子琴" 两个
可爱的儿子跟着节奏跳起炫酷街舞"

豪放的妈妈则一边热舞一边歌唱"一
家四口的多才多艺不仅让观众大饱眼
福"也让啧啧称赞的观众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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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礼仪我来做'环节"参赛
家庭分别以歌曲(舞蹈(朗诵(小品(情
景剧等艺术形式精彩演绎了 !文明礼
仪$"(号教师组合参赛家庭用小品诠

释了国际旅游岛旅游文明"#号军人家
庭用温馨的家庭剧演绎了文明礼仪要
从娃娃抓起"$号出租车司机家庭则用
实际行动来弘扬出租司机尊老爱幼的
爱心之举" 参赛选手忘我的生动表演
搏得了全场的最热烈掌声" 也把整场
比赛推向高潮%

经过最后角逐"#号吴向东家庭赢
得了大赛一等奖" 荣获了&万元奖金%

比赛现场还产生了大赛二等奖&名(三
等奖!名( 网络人气奖!名和优秀组织
奖!名% 比赛结束后"参赛家庭一致表
示"愿共同行动起来"为海南国际旅游
岛文明建设和创造 !宜居宜业宜学宜
游$的最精最美省会城市贡献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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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 鼓励在海口文明礼仪教
育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总
决赛现场还举行了&'"'*&'""年度文
明礼仪宣教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颁
奖典礼% 市相关领导为海口市公安局
等(家单位及吴彩棉等$个先进个人颁
发了奖项%

据了解"以!文明海口礼仪椰城$

为主题的家庭文明礼仪电视大赛历时
近半年时间"大赛先后走进了)个社区
和海口人民公园开展了九场初赛和两
场复赛的比试+ 海口广播电视台播出
了"'期专题节目+ 参赛家庭也开展了
慰问和文明礼仪行动等公益活动"积
极地推动了文明礼仪教育不断走向深
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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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南省政协主办"海南省琼
剧票友协会承办的海南省纪念琼剧
表演艺术家王英蓉诞辰七十三周年
活动在海口市府城三角公园举行%

王英蓉" 海南一代琼剧名伶"

")!)年生于海南琼海市" 年轻时在
传统琼剧&张文秀'中成功饰演王三
姐而一举成名" 把琼剧艺术带出了
海南% 她的&红叶题诗'不仅被拍

成了琼剧唯一的一部电影艺术片"

还远播东南亚" 成为琼剧艺术至今
无法企及的高峰% &'""年%月!日"王
英蓉海口去世"享年%&岁%

本次活动将以王英蓉的成名作
折子戏&张文秀'为主"公开汇演其
生前所演过的%部著名琼剧%

届时" 将表演艺术家们表演的
&孟丽君'(&张文秀'(&秦香莲后传'

等多部琼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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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喇叭开始广播啦$"一听到这
句话想必能勾起几代人的回忆% *月
&(日" 曹灿从艺六十周年朗诵会将
在海口举行"该场演出也是海口!精
品文艺$演出项目之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

节目于")*(年开播"一直播出到现

在"伴随了近三代人的成长% 而在
&小喇叭' 节目当中给孩子们讲故
事的!曹灿叔叔$从业至今已经('

年了%

如今"#'岁高龄的他将来到美丽
的国际旅游岛为本届亲子文化艺术
节助阵"在舞台上给我们继续讲诉那
些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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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晚&中国梦想秀'正式启
动了圆梦环节"并在!梦想观察团$

的基础上特别增设 !圆梦助力团$"

对前来追梦的选手们" 不分梦想的
大小贵贱"只要合理"!圆梦助力团$

都会竭力去支持帮助他们实现梦
想% 舞台上"就几度出现了这样感人
的奇迹" 梦想去美国参赛的西华啦
啦操队( 渴望能重返校园的"*岁中

英混血儿蔡优美( 希望能邀请周立
波做代言的阿星姐,,这些普通而
执着的追梦人" 都因参加梦想秀而
得到了圆梦的机会%

!圆梦助力团$更是现场为他们
送上巨额的圆梦资金" 只要他们能
再次获得赴美参赛的资格" 那么再
没有困难能够阻挡他们实现代表中
国去美国参赛的步伐% 面对惊喜"西
华啦啦操队孩子相拥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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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电视业专家这样比喻中国
的电视业" 中国电视业就像一条高速
公路"马路宽阔"路面平坦"是极好的
路"但鲜有车开过"而好车就更加少有
了%针对电视行业目前存在的现象"记
者总结了!四大怪$%

不论是电视栏目"还是电视剧"一
个火起来"便有无数的相似节目(剧目
跟风%&潜伏'火了"一批批谍战剧前赴
后继% 电视剧&后宫-甄 传.火了"所
有描写)甄 /的电视剧都要挂靠"之
前的热播剧0宫.竟然被改名为0甄
前传."倒真似后宫人攀附宠妃般见风
使舵%时至今日"虽然有国家广电总局
的限令"但还是有各种跟风电视剧(电
视节目赴汤蹈火%

其实不仅选秀节目"婚恋节目(家
庭节目都有井喷之势% 电视人缺少创
意"看到别人火了"认为模仿别人自己
就会火% 而模仿最终导致的是电视节
目类型单一化" 使某一类型题材或者
节目资源迅速被观众厌倦%

如今火热的电视节目形式往往是
引进国外版权"甚至是直接抄袭而来%

历数当下" 电视台并没有几档真正自
己原创的栏目" 电视上大量的高收视
节目都是从国外老牌的热播节目中引
进版权+或者是抄袭"也可以称模仿,"

进行本土化改造后搬上电视的%

自创节目劳神费力"成功与否还
是个未知数% 而引进的节目已经有了
完整的节目构架和运作模式" 搬过来
改一改"容易得多"成功率也高"谁愿
意劳神费力地搞自创节目呢1 但单纯
地引进" 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的
电视产业%

一部电视剧几家卫视同步播出"

或者在央视首轮播出后"还要再卖给
卫视进行二轮播出"这都是中国电视
剧市场中常见的现象% 要知道"这些
卫视"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相互之间
都是竞争者%他们面对的受众和客户
群都是一样的"同一个剧这家也播那
家也播"观众是没的选"广告商是同

质化竞争%

)*'''不要"只要))#-您就可以把
,,带回家%/主持人激情澎湃的解说
词早已成为电视购物的经典语录% 记
者随意在数字电视频道中搜索" 竟一
连搜出#个电视购物频道%

被国家广电总局整顿之后" 在各
大上星卫视中" 我们已经很难见到山
寨手机( 保健品以及真假难辨的收藏
纪念品广告%但是在购物频道中"它们
的身影依然随处可见% 随意看看几个
购物频道"减肥药品(足金饰品(珠宝
玉器( 保健器械等类似的商品反复出
现% 而这些东西或者夸大其词")&$小
时日夜瘦不停/+或者价格超低"几百
块就可以得到一个)贵族级别/的高级
商品%

电视购物频道良莠不齐" 其放纵
的结果是对电视行业权威性的伤害远
远超过所获得的利润"至少"目前在国
内观众的评价中" 电视购物的口碑远
远低于网络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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