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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神飛姿

王棕樹尖黃臀鵯，
蹦高展翅預備飛。
美爆飛姿空中舞，
今朝入鏡亦入圍。

這群年輕人，在綜藝節目中「種地」 
一群20歲上下的年輕人，常年過著城市

生活，突然被集體「流放」到農田里種地192

天，從行為舉止到精神面貌，會發生什麼變

化？

日前，一部長達50期紀實真人秀綜藝節

目《種地吧》持續吸引著業界內外的關注。

《種地吧》節目裡的「主角團」，是10

位毫無農耕經驗的年輕人，成員分別為：陳

少熙、何浩楠、蔣敦豪、李耕耘、李昊、鷺

卓、王一珩、趙小童、卓沅、趙一博。單看

名字，這其中既沒有當紅歌手演員，也沒有

流量小生，全是沒有知名2度的「素人」，

可他們的任務目標是：預計豐收2.5萬公斤糧

食。

有 觀 眾 直 接 發 問 ： 「 誰 要 看 素 人 種

地？」

青年人的B面
通過《種地吧》節目組的鏡頭，觀眾們

也發現了這群城市青年的B面。10位年輕人

在農田里一起播種麥子、施肥灌溉、培育收

割，還要拍短視頻，做直播帶貨，團結協作

去經營田地農場。最終經過「捶打」，每個

細皮嫩肉的少年，都變成了田間糙漢。

但觀眾們除了觀看剪輯好的成片，也通

過VLOG短視頻，直播切實目睹了種地小隊的

成長，隔著屏幕感受著國產綜藝中久違的真

實感。

《種地吧》總導演楊長嶺此前曾經公

開對外透露，製作這檔綜藝節目的初衷，是

因為看了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

朱啟臻於2009年撰寫的《農民為什麼離開土

地》這本書，有感而發。

該書用30萬字，講述了中國農民生活的

艱辛和代際之間對土地態度的變化，分析了

中國農村人口離開土地的趨勢，及其發展現

代農業的影響。

「因為大家離開土地，所以我們決定走

進去；因為土地上很少有年輕人，所以我們

讓年輕人去種地。」楊長嶺說。

在北京師範大學傳媒發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王韻看來，《種地吧》最大的創新就是以

農耕題材作為主題。

王韻對表示：「糧穩才能天下安，糧食

安全是國之根本，《種地吧》節目實現了國

內綜藝節目在題材層面的創新突破。以往的

國內綜藝節目『種地』題材很少，就算涉及

耕種內容，也僅是把其當作節目中的一個環

節，而沒有把節目重點放在種地本身。」

杭州師範大學文化創意與傳媒學院教

師、中國傳媒大學博士余俊雯則對進一步闡

釋：「過往的綜藝節目中，也有農耕內容，

例如《嚮往的生活》以餐食為主要表現形

式，展現鄉村生活的自給自足；《寶藏般的

鄉村》在漫遊旅程中感受鄉村變化；《哈哈

農夫》體驗漁夫、牧民、果農等的生活狀

態……此類綜藝，以清新美麗的田園風光、

舒緩愜意的鄉野生活、遠離都市喧囂作為

『賣點』，試圖構建田園牧歌式的烏托邦世

界。」

「但是『鄉村』、『土地』、『田園』

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符號，用於展現鄉村生活

圖景的空間感，並沒有與節目中的人產生直

接性的利害關係，僅僅停留於被觀賞、感知

的表象層面。」

余俊雯認為，《種地吧》將創作目光

直接聚焦為「土地」，以耕種土地、收穫糧

食為故事主線，沒有刻意製造話題、遊戲，

通過拍攝10位「素人」全流程的耕作，將鄉

村生活從以往的元素性展示拓展為主體化體

驗，在題材選擇方面確實是敢於創新的體

現。

拍攝求真，難度大
從過往經驗來看，綜藝節目的「成功

密碼」，多是需要邀請到至少一位能讓節目

「立得住」的明星藝人，圍繞著明星藝人

「做文章」。

無論是讓明星玩遊戲、做任務，還是

接受訪談、爆料等等，明星在節目中有別於

影視劇中的表現，確實天然具有看點和吸引

力。

受訪的專家均認為，和一些綜藝只講玩

法和流量不同，《種地吧》節目組全部啟用

「素人」嘉賓，製作邏輯必然有其不同，比

較而言優勢在於真實。

為了真實，《種地吧》節目組還是下了

「苦功夫」的，首先選角就有極高要求。

《種地吧》製片人吳寒此前透露，節目

組從報名人選中篩選300多個人，一個個進行

面試，淘汰了一大批後，又「優中選優」了

一小批人，放到北京、杭州等地的幾個村子

裡與農民一起生活，進行試拍。

「試拍主要是觀察他們到底是真心想來

勞動，還是僅僅是尋求一個機會出名而已。

我們選擇的，是一定要真心實意過來，準備

好好幹活的。」

經過了前期試拍篩選出來的10位年輕

人，是被驗證過會「好好幹活」的人。

同時，《種地吧》團隊用了大約半年

的時間在辦公室裡開闢「試驗田」種菜、養

雞，對未來可能要面臨的農耕知識進行儲

備，此外還走訪了很多農學專家，盡可能將

節目做得紮實。

但是，為了追求「真」，也在客觀上呈

幾何倍數地提升了節目組的拍攝難度。

王韻介紹，亞馬遜在2021年上線了《克

拉克森的農場》，目前已播出兩季，記錄了

老人克拉克森經營農場的故事，取得了不俗

的收視成績。「但《克拉克森的農場》只聚

焦一個主人公，《種地吧》則是圍繞10位完

全沒有種地經驗的年輕人，記錄他們長達六

個多月的耕種過程，這對於節目組而言是一

次艱巨的挑戰。」

楊長嶺一度很擔心，因為此前有範本可

以參考，最怕節目枯燥。

據很多探班的媒體披露，為了跟蹤拍攝

這10位觀眾不熟悉的年輕人，節目組在超過

半年的製作週期中，全天24小時多機位地去

挖掘人物的行為特徵和性格特點，產生了海

量的拍攝素材。

《種地吧》跟拍種地小隊10人任務量巨

大 圖/《種地吧》官方微博

也正是因為素材太多，導致節目很難拎

出主線重點，清晰直觀地展現10位年輕人的

鮮明人設。

從已播出的效果來看，性格有些執拗，

幹活不惜力的趙小童給觀眾留下了較為深刻

的印象，他從一開始有些年輕氣盛的表現，

逐漸成為核心擔當，呈現了不盡完美但又真

實可愛的人物性格；年齡較長的老大哥蔣敦

豪作為脾氣好、統籌協調員的角色，節目中

也有一些展現。

余俊雯對表示：「除了此二人，還有

乖乖男趙一博、唯一有農耕經驗的李耕耘之

外，其他嘉賓的形象均不夠突出。另外，10

位素人耕作看上去也不是非常專業，顯得毫

無經驗，令不少觀眾認為脫離真實。」

「畢竟，節目組在開頭交代了他們學

習過各種農具，甚至取得了相關資質證書，

但他們在實際操作中卻『漏洞百出』，沒有

像樣的成果。這會讓觀眾對節目產生很多疑

惑。」

余俊雯還認為：「節目開頭交代了主要

任務背景，但具體到每一期節目中來，其故

事脈絡仍然不夠清晰，尤其是播種、施肥等

具體任務節點缺乏明確的時間線梳理，為觀

眾的觀看和理解增添了不必要的障礙。有限

的資金與無限的困難是節目中的重要戲劇衝

突，也是貫穿節目發展的隱形線索。但是少

年們的資產狀況沒有明確地展示，戲劇衝突

也沒有生動自然地表現出來，也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節目的懸念感，讓精彩程度有所降

低。」

對於後續節目，王韻給出了自己的建

議：「在尊重農耕規律的基礎上，節目後續

可以設置一些不同的角色任務，讓『種地小

隊』中的每個人去承擔不同的角色功能，諸

如隊長、廚師、會計、採購員等，這種角色

功能不是固定的、可以定期調換，並通過一

些有懸念、有對抗性的規則設計增加節目的

戲劇性。在目標一致的大規則下，通過講故

事讓種地小隊員們的性格立起來，使觀眾清

晰地看到每一位少年的成長故事線。」

一次綜藝節目的實驗
如果說，10位年輕人去種地，是在題

材上的一次實驗的話，那麼《種地吧》的

實驗性還表現在傳播方式上，「正片+直播

+VLOG」的傳播方式讓不少觀眾表示這是

「晉江文學照進了現實」。

《種地吧》的實驗性傳播方式，讓視聽

媒介從單一大屏向跨媒介、多形式場景的演

變，在解決長內容綜藝形式受困於短視頻、

直播等短內容分流問題的同時，也將觀眾的

追綜體驗由正片延伸到節目外。

除了播出平台外，不少短視頻平台加

入其中，長綜藝和短視頻幾乎是雙線開發，

觀眾可以憑借自己的喜好在不同的媒介中觀

看。在短視頻端，節目組在建立官方賬號延

續正片的同時，還建立了個人抖音賬號，每

日打卡式日更種地VLOG，在宣傳節目的同

時，節目內嘉賓也因此收穫了熱度，打造個

人和節目IP。

不僅如此，在直播維度，包含日常打卡

直播、少年農夫市集直播、特別節日沉浸式

慢直播，這些新型產品形態帶動了農產品直

播帶貨。

種地小隊時常進行直播、短視頻傳播 圖

/《種地吧》抖音官方賬號

對於《種地吧》的嘗試，業內專業人士

並非此前沒有想到，而是擔心不同媒介平台

中的受眾，由於個性化的差異，會對產品有

著截然相反的訴求，這就會使得製作端增大

成本，甚至事倍功半。

某短視頻UP主對表示：「其實在短視頻

端，不少綜藝節目的混剪和花絮都能受到不

錯的市場反饋，但是此前礙於版權要求，只

有官方平台才能進行二創或者剪輯，由於製

作成本等認知，很多綜藝節目的官方短視頻

剪輯，更像是藝人本身的宣發。」

據瞭解，早在2022年愛奇藝和部分短視

頻平台就達成合作，雙方圍繞長視頻內容的

二次創作與推廣等方面展開探索，使得《種

地吧》擁有了更多流量入口。雖然同屬於一

檔節目，但長短協同的流量入口的內容呈現

各有側重。

「長短結合」的方式也並非沒有隱憂，

幫助長視頻開疆破土的短視頻更像是一柄

「迴旋鏢」，短視頻的受眾認為，相比起跟

隨熱點話題的短視頻，完整地觀看一期節

目，彷彿並沒有必要。《浪姐》《脫口秀大

會》《青春有你》等綜藝節目都曾受到過短

視頻的衝擊。

但事實上，短視頻的剪輯邏輯並非長綜

藝的拍攝邏輯，《種地吧》也在播出的過程

中慢慢出現這些問題。與前幾期相比，《種

地吧》的剪輯逐步展現出了一些疲態和令觀

眾不適應的地方。

在長維度的耕種下，人物一多，聚焦就

變得困難，是放大農作還是放大人物？

從現在來看，《種地吧》仍然在實驗

中。

而至於價值回歸的實驗，在王韻看來，

綜藝節目不能單純地講道理，而是要力爭在

潛移默化中給觀眾帶來深切的感悟和真實的

觸動。

貴州「虎」李再勇被查 曾打造「數據鐵籠」反腐
3月27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佈消

息，貴州省政協黨組成員、原副主席李再勇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

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李再勇生於1962年8月，曾在貴州省遵

義、黔東南州、銅仁、貴陽、六盤水五個地

級行政區歷練，擔任過貴州省委常委，省政

府黨組副書記，貴州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

席等職。

去年1月下旬，未滿60歲的李再勇被補選

為政協第十二屆貴州省委員會副主席，今年1

月中旬，李再勇未當選政協第十三屆貴州省

委員會副主席。兩個月後，李再勇被查。

三天前仍公開露面
李再勇最近一次出席公開活動的時間是

三天前，身份是貴州省政協黨組成員。今年1

月中旬之後，他都是以此身份在公眾面前亮

相。

據《貴州日報》3月25日報道，3月23日

至24日，貴州省政協黨組成員李再勇赴遵義

市調研《貴州省全民閱讀促進條例》貫徹落

實情況。

再之前，李再勇如常出席活動，並到各

地調研。3月22日，他參加貴州省政協教科衛

體委員會分黨組、文化文史與學習委員會分

黨組會議，並講話。

公開報道顯示，3月份以來，李再勇曾到

貴安新區和貴州大學調研科技創新工作，在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黃平縣調研鄉

村振興工作。

3月中旬，貴州省政協十三屆三次主席會

議在貴陽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嚴明紀律

規矩進一步加強省政協領導班子自身建設的

意見》，李再勇也有出席。

另外，今年2月初，貴州省政協黨組召開

2022年度民主生活會，深入查擺問題，嚴肅

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要在保持清廉本

色上帶好頭作表率，李再勇亦有出席。

李再勇是貴州務川（遵義市下轄自治

縣）人，仡佬族，長期在貴州任職，早年在

貴州農學院學習，畢業後在遵義市下轄桐梓

縣工作，從公社幹部升至桐梓縣縣長、縣委

書記。

之後歷任遵義市紅花崗區委書記，遵義

市委常委、紅花崗區委書記，黔東南州委常

委、副州長，銅仁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

貴陽市市長，六盤水市委書記。

2016年12月，54歲的李再勇在主政六盤

水市期間，升任貴州省委常委；2017年1月任

省委常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同年8月任

省委常委，貴陽市委書記。

2018年1月，李再勇任貴州省委常委，省

政府黨組副書記，貴陽市委書記，貴州省副

省長，同年5月卸任貴陽市委書記；2022年1

月，李再勇被補選為省政協副主席，今年1月

中旬卸任。

前同事多人被查
二十大以來，貴州至少有李再勇、周建

琨兩位省部級高官被查。2022年11月下旬，

時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周建琨

落馬。兩人曾在貴州省政協共事10個月。

周建琨被查當天，貴州召開省委常委

會擴大會議。會議強調算好政治賬經濟賬良

心賬「三本賬」，決不能私慾膨脹、以權謀

私。

李再勇任貴州省委常委期間，曾與王曉

光共事。王曉光曾任貴州省委常委、遵義市

委書記、副省長，2018年4月被查。

通報稱，王曉光貪腐19年，利用擔任貴

陽市委常委、秘書長、遵義市市長、六盤水

市委書記及貴州省委常委等職務上的便利，

為他人在政府工程、項目開發和職務晉陞等

事項謀利。

另外，今年1月份以來，貴州省至少8位

省管幹部被查。比如，貴州省黔南州委原常

委、州政府原常務副州長劉華龍，貴州省黔

東南州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毛有智等。

對於反腐，李再勇曾多次發聲。執掌六

盤水市期間，李再勇接受媒體專訪時曾說，

各級黨委書記既要掛帥又要出征，以實際行

動履行好主體責任、發揮好帶頭表率作用。

李再勇還曾表示，堅決反對背離中央要

求另搞一套，堅決反對拉山頭、搞小圈子，

堅決反對擅作主張、越權辦事，堅決反對搞

非組織活動；必須管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