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6

学
理
审
视 

 T
heorization and P

erspectives  /  2014 N
O

.01

生活服务类：真人秀节目的延伸发展
文 / 毕啸南  刘萌萌

提起真人秀，在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幸存者》

《美国偶像》《学徒》等竞赛类真人秀。在中国，则大多

局限于《超级女声》《我是歌手》等才艺秀，直到近两年

随着《赢在中国》《星跳水立方》《爸爸去哪儿》等节目

的成功，国内真人秀的类格局才有所拓展，但依然大都

聚焦在竞赛类真人秀的范畴。回看真人秀发展的历史，

站在里程碑式变革点上的也确实是这些熠熠生辉的竞赛

类节目。在真人秀的浩瀚星空中，竞赛类节目就像一颗颗

闪闪夺目的恒星，非竞赛类节目则如同围绕着恒星的、

数量繁多但不具名的小行星，它们虽小却也各自散发着

独特的光彩。这些非竞赛类真人秀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视

听体验，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其中有在黄金时段播

出的戏剧性很强的换位体验式节目，也有以帮助服务为

目的的生活服务类真人秀，后者在欧洲以及美国的有线

频道中非常流行。本文将对生活服务类这一子类型进行

研究，以期对我国真人秀的多元化发展有所裨益。

一、生活服务类真人秀的起源
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电视节目中出现了被称为

Lifestyle的生活方式类节目，这一时期的生活节目从说教

式转向了改造式，已经显露出真人秀的雏形，这一时期

盛行的有《风格挑战》《交换空间》等。关注个人形象改

造的《风格挑战》是BBC-1于1996年9月开始播出的改造

类节目，由专家为两名参与者改变形象。《交换空间》则

是1996年开始在BBC播出的一档DIY装修房屋的节目，

这档节目的模式被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先后引

进。初具真人秀形式的生活方式类节目慢慢设计到生活

的各方各面，有了食品类、时尚类、约会类等。在21世纪

初，还涌现出了有关房地产的节目，比如如何利用房地

产发财、修复房屋等等。因为可以拥有多变的主题，生

活方式类节目不停地更新着自己。生活服务类节目渐渐

摸索出真人秀化的道路，没有让观众肾上腺素激增的赛

程设置，它们采取了改变、对比、冲突来增加可看性，

取得了不俗的成效。由于与受众日常生活的贴近性和选

材的大胆丰富，生活服务类真人秀已经在不断发展中形

成了一些定型和模式，并日趋完善。这一类节目以生活

服务为卖点，贴近普通人生活，围绕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以及休闲等方面，选择普通大众对其进行具体的服务，

改善他的生活状态，并对服务过程进行记录和展现。特

殊任务类真人秀也涉及家装、时尚（整容）等内容，但特

殊任务类真人秀一般来说有极强的戏剧性，模式清晰成

熟，而生活服务类真人秀更贴近普通人生活，以服务为

主，集服务性与娱乐性于一体，实用价值更加突出。总的

来说，生活服务类真人秀的节目内容涵盖到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类型也是各种各样，没有定势的模式和形态，

各有特色。做一定的分类梳理和研究，应有助于学者和

业者更深入地认识这类节目，并指导实践。

二、生活服务类真人秀的主要类型
（一）家装服务类

在英美文化中，家庭文化和故事占据着相当的地

位，所以在生活服务类真人秀的发展初段就出现了家

装服务类节目的身影，并长时间占据荧屏。从20世纪

末开始，家装类真人秀蓬勃发展。1996年，BBC播出

《Changing Rooms》，两个家庭交换给对方装修房屋，

这个节目模式先后被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引进。

1997年BBC-2推出一档园艺类真人秀《Ground Force》，

帮助别人改造花园。1999年《Grand Designs》首播，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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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产建造类节目，到2012年已经播出了12季。2000

年，美国学习频道TLC以《Changing Rooms》为蓝本制

作了《Trading Spaces》，增加了邻居换房装修的戏剧效

果，在美国大获成功。2001年，美国HGTV（Home and 

Garden Television，美国一个专门播放与家饰装潢装修

有关的频道）制作播出了《Design on a Dime》，每期节

目都会选择一间有需要的房间去进行改造，使它能满

足主人的要求并且更舒适美观。主持人首先会跟屋主

进行交流，从中了解房间原有物品的实用功能，了解屋

主的需求，初步探讨装修方案。接着主持人邀请专业设

计师以及装修人士共同商讨完整的装修方案，然后各自

分工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每期节目会用很长的节目时

长来展现他们改装房屋的过程，具体呈现他们“旧物改

造”的细节，观众可以从中看到一些速成装修的经验和

知识。最后一个环节是房屋验收，屋主来到装修完毕的

房屋，往往会喜出望外，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期望几乎

完全实现，并且赞叹专家人士的匠心独运。这些家装节

目带给观众极大的信息价值，装修的技巧、设计的细节

展示都教予观众家装的基础知识和规则。观众极易被

丰富的画面展示和活泼的话语介绍激起兴趣，自己动

手尝试一些室内装饰。另一方面房屋的前后对比以及屋

主对新房屋的即刻反应，既真实又有趣，也给节目带来

一些不确定性的刺激感，颇具玩味。

在数量众多的家装服务类节目中，标志性的节目当

属《Changing Rooms》，这一节目模式被许多国家引进，

美国版的名称为《Trading Spaces》，因为平均每星期能吸

引600万名观众使频道收视率急剧攀升而成为美国有线

电视台TLC的名牌栏目之一。这个节目2003年荣获艾美

奖杰出非虚构节目提名，2005年荣获BMI电影电视奖。两

天时间，两个家庭，1000美金的装修基金。每一队都会有

专门的装修团队进行专业帮助，去改造对方的房屋。原

版节目曾引领了世界家装节目风气，两队邻居或者好朋友

交换居住在对方的住宅里，在专业设计师的协助下对对

方的房子进行DIY装修改造，在节目的结尾换回房子，并

由设计师分别进行点评，在这之前双方互相不能造访。

美版节目增加了邻里换房装修的亮点。实用性跟趣味性

的结合是节目成功的因素之一，给观众提供一些有效可

行的装修知识，其中也穿插着邻里之间的感情小故事。

时尚与环保的理念也使节目具有较强的可观性。

2005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按照英美节目的模

式推出了《交换空间》。48小时，10000元的装修基金和

8000元的家电基金，在每一期节目中都会有两个家庭

提供出自己房屋中的某一房间，互换空间在设计师的建

议指导下“你家给我装，我家给你装”，用有限的预算

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装修任务。全程跟拍展示两个家

庭交换装修的过程。同时，中间穿插装修专家的点评和

讲解装修专业知识，宣传健康、环保、节俭的装修理念，

普及建材、家具、家电、家饰等选购和实用常识。栏目的

宗旨就是倡导自主动手、环保家装，推崇轻装修、重装

饰的理念，促进人与人的交流与理解。这个节目的出现

不仅填补了国内专业性家装服务栏目的空白，更是开启

了国内家装服务类真人秀的大门。《新周刊》在“2005

中国电视节目榜”中，把“最佳生活节目”的桂冠送给了

《交换空间》，评语是：它以难以复制的创意，吸纳兼

容多种节目类型的特质，在资讯服务、生活体验、“真人

秀”的联动下迅速突围而出。

（二）时尚服务类

在家装服务类真人秀蓬勃发展的同时，与时尚有

关的美容、装扮类节目也开始发展。BBC-2在2001年开

播了《What not to Wear》（什么不能穿），这是一档以时

尚着装为主题的真人秀。两位主持人对身材长相比较普

通的女性提出“刻薄”的点评，给出着装建议。这档节

目收视率和好评率都极高，并荣获了英国皇家电视协会

奖。主持人Trinny Woodall 和Susannah Constantine也因

此成名，后跳槽到ITV，又量身打造《Trinng&Susannah 

Undress》（崔妮和苏珊娜的换衣秀），这也是一档以化

妆和时尚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这个节目中主持人指

出主妇们衣着上的缺点，然后提供建议和技巧来掩饰

不足，让主妇学会如何扬长避短，展示美丽。2007年，

《Tim Gunn’s Guilde to Style》(蒂姆·古恩的时尚指南)

的出现成为了装扮类节目中的经典。这个节目帮助那些

对自己的外形并不自信、穿衣搭配毫无美感的普通人改

变形象。身为权威人士的主持人给予时尚建议，进行心

理建设，从内到外地改变参与者的形象，使她变得穿着

更合体、更时尚、更自信。中国的《购时尚》其实就是本

土化的《蒂姆·古恩的时尚指南》，这类节目还有很多，

如《完美裸露》《美丽大变身》等。

《蒂姆·古恩的时尚指南》始播于2007年9月6日，

是美国Bravo真人秀系列之一。在第一赛季，他与模

特Veronica Webb共同主持，第二赛季中模特Gretta 

Monahan是他的共同主持人。每期节目中主持人一行先

来到参与者家中，审查衣柜和平常穿着，做初步的评断

和改进建议，将参与者不合适的衣物全部丢掉，让她

忘记以往的形象和习惯。然后通过一个身体扫描系统，

让参与者直面自己的身体姿势，直观地感受到自己应

该改进的地方，通过对比了解到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

的着装，并在时尚模特的帮助下选购衣服学习搭配，最

后成功变身并在亲人朋友面前展示。她们形象的前后

改变是节目最大的看点，她们的真实反应、情感流露也

吸引着观众观看。而作为时尚导师的蒂姆在节目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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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建议，也成为实用性的信息被观众所接纳。时尚导

师蒂姆·古恩曾任纽约帕森（Parson）设计学院服装设

计系主任，现为美国知名中产阶级服装品牌丽诗·卡邦

（Liz Claiborne）的创意总监，美国时尚真人秀“天桥骄

子”（Project Runway）里的灵魂人物。他总是穿着一袭

合身的深色西装，举止谈吐散发绅士气质，他本身就是

高格调、时尚和优雅的样板。他以对风格和时尚妆扮的

独到品评而著称，在美国时尚评论界拥有非比寻常的发

言权。《Advocate》杂志赞誉他是“电视节目中头脑最清

楚的人”；《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则称他

为“时尚界的重量级仲裁者”。因“决战时装伸展台”节

目走红之后，美国Bravo电视频道于2007年为他开设个人

节目“Tim Gunn’s Guide to Style”。

2011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以此为蓝本制作播出

了《购时尚》，节目以“时尚重塑自我、自信改变人生"为

宗旨。由高博、陈蓓蓓主持，号称“中央电视台第一档大

型原创时尚消费真人秀节目”，节目邀请国际国内时尚

界顶尖的服装设计师、造型师、彩妆师、心理专家等，

组成专家团队，重新塑造选手形象。观众可以通过荧屏

看到丑小鸭如何在设计师的创意下化身白天鹅。在形

象改造的同时，带出选手的情感故事，造型专家给予选

手的外在改变结合心理专家给予选手的心理辅导，内在

与外在双管齐下，全方位重塑选手形象，真正实现节目

的宗旨“时尚重塑自我，自信改变人生”。作为一档时尚

消费节目，引进了“团购”环节，通过这种新鲜的消费形

式，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与观众的实时互动，增强观众粘

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与电视的紧密结合。

时尚服务类真人秀以女性观众为主要服务对象，

化妆、衣服、发型等都是与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而减肥就更是广大女性观众颇为关注的话题。减肥相

关的节目也不少，国外的《The Biggest Loser》《减肥达

人》，国内的《瘦身男女》等，都是帮助选手减肥的节

目。同样是以肥胖为主题的节目，《How to Look Good 

Naked》(完美裸露)逆向思维而独显创意。这个节目不

同于一般的变身类节目，它不鼓励整形或者减肥等美

容手段，它鼓励人们通过改变思想，建立自信，接受并

热爱自己的身体，让那些对自己身材不自信的人们学

会how to look good naked。主持人古克·温活泼热情、

待人真诚，堪称一位绝好男闺蜜，他能迅速调动参与者

释放自己的感情，从而达到节目效果。他更深谙时尚之

道，给参与者和观众带来一些切实可取的建议和帮助。

节目环节丰富，“走进镜室”“打开衣柜”“拍摄照片”

同时还有时尚讲座、时尚运动等短小的插入栏目，满足

观众实用性要求。节目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并引起了

巨大反响，有很多国家争相推出本土版本。美国版“完

美裸露”在奥普拉秀上推广，并得到纽约时报、洛杉矶

时报好评如潮，它的首映式在美国24年互联网历史上

是最盛大的。比利时制作播出了《Look Good or Nicely 

Naked》，瑞典版本称为“斯尼格婚前性行为”，意大利

版本为“裸E百丽”。除此之外，以色列、法国、波兰、加

拿大、捷克都播出了本国版。

（三）其他

除了以上内容之外，生活服务类真人秀还涉及到其

他各方面，烹饪、收藏甚至相亲等内容都被制作成真人

秀节目。《You are What You Eat》是指导人们培养良好

饮食习惯的真人秀，《How to live Longer》是展示长寿

秘诀的真人秀，《Look of Love》是寻找丢失的爱的真人

秀⋯⋯2002年BBC推出一档与收藏有关的拍卖类真人

秀节目《Cash in the Attic》（家中藏宝），主持人每期节

目都会来到一个城市，他们将帮助别人发现家中值钱的

东西并拍卖转换成现金，这些资金帮助户主完成心愿。

被发掘的东西包括孩子的过时玩具、普通的家具，也有

价值不菲的古董和收藏品。随行的会有鉴宝专家对这

些物品做出专业性的估价，同时会介绍一些基本的鉴

定技巧。在确定需要拍卖的物品后，他们会到拍卖行举

行一场拍卖会，将所有物品进行拍卖，换取现金。每期

来到一个家庭，展现大家一起寻宝的乐趣。展现一个其

乐融融的家庭，是节目中的温情元素。而拍卖场的紧张

气氛，随着每一件物品以高于或低于预估价的价格被

卖出，家庭成员或惊喜或失望，是节目中的紧张元素。

此外观众会看到一些有趣的收藏品，了解到一些基础

知识。最重要的是节目宣传了这样一个节约理念：more 

great money saving tips——小省积累出大富。

不同于眼下国内流行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百

里挑一》等纯演播室节目，2009年美国ABC频道播出的

《Dating in the Dark》(黑暗约会)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

上的真人秀。每期节目有三对单身男女嘉宾参加。虽然

六个人被安排在住在同一栋别墅中，但男女嘉宾在日常

生活中互相都没有见面机会。他们将在别墅中一个黑暗

的房间进行三次约会。第一次是集体约会，嘉宾在这次

约会中对其他人有简单了解，识别每个人的声音。第二

次是一对一的约会，凭借自己的初步了解或者直觉，参

与者可给对方发出邀请，两人在黑暗房间中进行单独约

会。之后专家会给出最佳配对的建议。最后一次约会，

参加者综合专家的建议做出决定，进行单独约会。期间

摄像头采用夜视技术记录下屋内的情况。在节目最后，

嘉宾会在灯光下见到对方的庐山真面目，而后他们将决

定是否愿意进一步发展这段关系。黑暗约会中，参与者

彼此不知道身边的环境、对方的情况。而观众通过特

殊拍摄手段获得的电视画面知道得一清二楚，仿佛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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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上帝”的位置，观众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另

外，男女嘉宾最终是否会配对成功的悬疑性以及他们做

出最终决定时与黑暗约会过程中的反差都吸引着观众。

这档节目旨在探求一个爱情中常见的问题：爱情中外貌

因素究竟有多重要？除去外貌，对方的性格、谈吐等是

否真的可以吸引你？没有长篇大论的理论讨论，节目用

真实记录的镜头画面向观众展示着真相，而答案留给观

众自己去定夺。

三、节目看点
（一）贴近生活

关注百姓生活、服务大众是生活服务类节目的核心

节目理念。家装、美容、装扮、烹饪、感情等，都是普通

人在平凡生活中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但传统的生活方式

类节目，虽节目内容与生活息息相关，但传播方式是一

种说教式的方式，总是与观众隔着一层。生活服务类节

目步入真人秀时代之后，这种贴近性才算真正具体地发

挥出来。节目场景不再是冰冷的演播室，而是具体的普

通生活场景。普通人成为直接的服务对象，他遇到的、

存在的问题正是所有的观众在平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

题的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往往也正在为这个问题困

扰，随着节目的进行直接解决了参与者生活中的问题，

并给了屏幕前的观众观照。

另一方面，在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今社会，高节奏高

效率的生活压力让人们变成一个个孤独的独立个体，他

们渴望被理解，也渴望了解他人的生活，交流彼此的日

常经验。当他看到节目中跟他一样平凡的参与者遭遇到

自己也经常遭遇的问题，生活环境也跟自己相差无多的

时候，他的心中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对于受众来说，

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来了解他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生活

问题时的状况了，也没有比这些参与者的现身说法更能

让电视机前的受众信服。如果自己遇到的类似问题已经

有他人得到解决，又通过电视屏幕将经验介绍给自己，

这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由于“体验者”或许就是你

身边的朋友或同事，在真实生活中可能你们本身就是非

常熟悉的人，即使不认识，这些体验者也与自己同属于

“大众阶层”，共同的群体心理认同是已经存在的。

（二）实用性信息

为生活而服务的节目，实用性是最重要的属性。不

管是以前人们要满足基本的生存、饱暖，还是现代人要

求活得健康、吃得营养、穿得漂亮，生活服务类节目的

实用性都是与时俱进地反映着人们消费要求的变化和

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与特殊任务类真人秀不同的地

方。观众对于生活服务类节目有一种渴望从中获得实用

性信息的目的，这些可以改善生活状态的信息是可操作

的、易于实施的、对于日常生活有帮助的。比如各种家

装类节目中教大家如何利用旧物改造成新的物品，如何

挑选家具，如何摆放物品会更美观；时尚服务类节目会

教大家如何化妆、如何根据体型选择衣服等。这些实用

性的建议往往是相关专家给出的，具有权威性，且经过

参与者的亲身示范，更加可信。

（三）多元素结合

由于真人秀节目的娱乐属性，生活服务类真人秀为

增加娱乐性往往综合了多种元素。对比、纪实、情感、搞

笑等多元素的结合也让生活服务类真人秀开始多方向

发展，十分具有可看性。每个节目都会按照内容增加适

合的戏剧化元素，比如家装服务类惯用家庭故事为戏剧

化手段，突出家庭的温情元素；时尚服务类节目则对比

判若两人的精神面貌的对比⋯⋯《交换空间》既满足了

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实用性和服务性，又有娱乐性和戏剧

性，许多元素的成功结合才让这个节目模式如此成功。

首先观众从节目中学到了装修和布置房间的知识；其

次，互换房间进行装修就像一个游戏，观众也以游戏的

心情观看节目中的家庭成员跟随设计师搜街，以及重见

自己“新”房间时或哭或笑等戏剧性表现；《交换空间》

还加入情感元素，在每期当中或以友谊、或以亲情、或以

爱情为主题，将节目参与者联系起来，使节目不仅体现

房子的温馨现代，更突出了房间主人“家”的味道，也使

这档服务节目呈现出更综合的节目样态，同时满足了受

众的多种需求。

我国真人秀经过近十年的经验积淀、技术接轨尤其

是观念革新，未来两到三年内必然要走向一个全面发展

的新阶段，而才艺秀“一枝独秀”的局面也必然要转型

到多元类型齐头并进、层次有序的健康发展格局。这其

中，生活服务类真人秀虽然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收视效

果，但由于其制作成本较低、稳定性收视以及贴近生活

等优势，依然是各大卫视非黄金时段以及地面频道、城

市电视台抢占收视市场的利器，也是未来几年内除“电

视大片”之外，各大电视台的又一收视决战点。

作者分别系台湾政治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传媒大学博士
研究 生；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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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与公众的距离，满足了社会的知情权和新的文化生活需求，对于事件的多面解析和全

面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环节。

杨子云：《当春晚遭遇大数据》
艺术虽然来源于大数据但更来源于生活，大数据协助作者量化生活的种种要素，便

于读懂舆情，善用舆情。大数据时代使人们获得了视野，但也可能让我们四顾茫然。定

位视角就是我们所说的“角度选择”，在数据处理时叫做“关键词”或者“主题词”的

确认。更重要的还在于角度的切入点，虽然不能不受“个人之心得”的影响，但切入点

一定要有“天下之公器”的胸襟，以抓住观众的心为目的。

毕啸南 刘萌萌：《生活服务类真人秀节目发展研究》
我国真人秀经过近十年的经验积淀、技术接轨尤其是观念革新，未来两到三年内必

然要走向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而才艺秀“一枝独秀”的局面也必然要转型到多元类

型齐头并进、层次有序的健康发展格局。这其中，生活服务类真人秀虽然很难起到立竿

见影的收视效果，但由于其较低制作成本、稳定性收视以及贴近生活等优势，依然是各

大卫视非黄金时段以及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抢占收视市场的利器，也是未来几年内，

除“电视大片”之外，各大电视台又一收视决战点。

陈祥蕉：《制作团队：从幕后到前台
                ——解析我国电视市场“金牌团队”现象》

平台的吸引力必须依靠品牌节目来支撑。强势卫视为了提高节目品质，确保竞争地

位，纷纷加大投入，推出高质量的品牌节目，卫视之间的竞争进入“大片时代”。一档

娱乐节目的制作成本动辄过亿，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如今已不鲜见。在这样的

情况下，要驾驭资金和人员投入如此巨大的节目生产，必须依靠高效、敬业、运作规范

的金牌制作团队。广告商也逐渐发现，选择制作团队，比选择明星阵容更有效，因为好

的制作团队往往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制作团队成为了先于明星阵容的、能确保节目高收

视的重要考量标准。

杜毓斌：《从运作机制看国外社交媒体通讯社》 
在确认用户制作内容的真实性时，记者应当问问消息来源以下几个问题：

你能否接触到消息的最初来源？你能否确认照片或视频拍摄的地点？能否将其对应

至谷歌地图上的地标？街道是否与谷歌街景地图上的照片相似？视频中的天气是否与天

气预报中当天天气类似？视频中的光线阴影是否与据称的视频拍摄时间吻合？交通标志

和车辆牌照是否与据称的地点一致？视频看起来是否与当地其他用户上传的视频类似？

信息或视频是不是太完美，而不太像真的？信息首次出现在什么网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