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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脑网综”最吸引 90 后男生
诞的眼睛都困到睁不开。“我们事先就
和嘉宾沟通好了，节目录制的时间没
办法掌控。因为有的时候问题抛出
来，大家都会卡在题上，有时候甚至会
尬在那里一两个小时。”
但节目组透露，虽然每次录制的
过程，明星都需要费尽脑筋思考，但录
制完毕后，嘉宾的状态反而都非常好，
“那种思考的巨大成就感是非常过瘾
的。”
专门成立出题小组

近日，冯德伦、李治廷、李诞、张宥
浩、张腾岳五位嘉宾为主的《脑力男人
时代》和大张伟、大锁、杨迪等嘉宾参
加的《脑大洞开》两档“烧脑”综艺陆续
收官，但观众似乎仍陷在“尬脑”的世
界中。其中“在什么情况下10+6=4？”
等诸多脑筋急转弯持续引发网友拷问
自己智商，而面对“凌晨三点，鸡为什
么叫了”这类问题，大张伟回答的“凌
鸡一动（灵机一动）”“ 洛杉矶（落山
鸡）”等脑洞“神梗”也令观众印象深
刻。
这类综艺究竟是如何带动观众大
脑的？这些“烧脑”的奇葩题，节目组
是怎么挑选的呢？
明星真动脑还是作秀？

在“烧脑”节目中，明星似乎摘掉
了“没文化，真可怕”的标签，变身超强
脑力者。无论是面对“31+13=323”的
字谜，还是“你在同一个货台试吃了九
十九天，推销员总算对你说……”的脑
洞题，观众还在屏幕前绞尽脑汁时，明
星仅凭5分钟的集体“尬脑”就轻而易
举解出了多种答案，如此快的速度以
至于观众开始质疑“明星真的没看过
题？”“他们是不是有剧本？”
“像《脑力男人时代》，所有的嘉宾
都不知道题目，现场也没有任何牌子，
没有任何提示，甚至每道题目的难易
程度他们都不知道。”节目组表示，嘉
宾在真正录制时思考时间都非常长，
以至于最快的一期节目都录制了6小
时，最长大概录了近九个小时，录到李

与《最强大脑》《开心辞典》考验嘉
宾的科学、文化的知识储备不同的是，
《脑力男人时代》《脑大洞开》等烧脑网
综题目更多聚焦于智力测验或脑筋急
转弯。其中很多题目不仅没有标准答
案，甚至即便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也很
难在面对这些刁钻的思维题时做到秒
答。节目组表示，“脑力”网综追求的
是所有智商、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
参与进来，因此在选取题目时更多需
要侧重于“先天智力”，而非知识储备，
“比如我们的题目大学生能参与进来，
初中生能看得懂，甚至小学生也能做
出来，还有可能比现场嘉宾做得快。”
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节目中的
题目也并非在网络上能够查到答案的
智力题。据悉，《脑力男人时代》为了
让观众不能第一时间找到相同的题目
和答案，专门建立了不同类目的出题
小组，从数字、音乐、语言、图形方面考
量。观众虽然在节目中可能只看到

10个题，但实际上节目组每次都要从
上百道题中进行筛选。到后期，节目
组甚至开始挑选高智商协会的入会题
目，并与民间官方、非官方的智力组织
建立写题合作。其中号称“世界顶级
智商俱乐部”的门萨协会，也为该节目
编写了上千道全新的智力题。
“做烧脑节目真的很考验人。”节
目组表示，“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题目
应该难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题目可
以更好地把观众带入。”但也有人表
示，他们很庆幸看到这些题真的可以
令观众一起动脑，“ 他们会一边看节
目，一边就实时把答案做出来，甚至很
多人在节目结束后，还会把这些题目
再根据嘉宾思路和不同思路来解。”

《破局》：
两主演玩猫鼠游戏

日前，由黄志明监制，连奕
琦导演，郭富城、王千源、刘涛联
袂领衔主演的警匪犯罪动作电
影《破局》曝光终极预告。预告
中郭富城饰演的“高见翔”与王
千源饰演的“陈昌民”展开了一
场正邪难辨的猫鼠游戏，郭富城
仓皇入局，王千源邪魅乖张，最
终的谜局真相呼之欲出。
《破局》是由郭富城、王千源
首次搭档，联袂主演的警匪犯罪
动作类型电影。在此次曝光的
终极预告片中，郭富城饰演的
“高见翔”与王千源饰演的“陈昌
民”展开了一场夹杂着阴谋、械
斗、肉搏以及幽默元素的猫鼠游
戏，侧面展现了戏中郭富城陷入

90 后男性成为收看主力军

曾有数据显示，网综的观看用户
58%是女性，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占到70%，因此在网综领域有着“得
85后女性得天下”的理念。然而“烧
脑”节目却反其道而行。节目组透露，
《脑力男人时代》的男性观众就比女性
观众多。在学历上，大学本科和高中
毕业的占全部观众的60%以上，即90
后男性成为了“烧脑”综艺收看的主力
军。
“从结构上来说，这符合我们预
期。”节目组有关人士说：“我们认为
这个现象其实在互联网上比较特别，
也很有意思。”
（新华）

《心理罪》：
首日票房 6700 万元

“ 平 安 石 狮 ”杯 第 九 届 石 狮 企 业 篮 球 联 赛
主办单位：石狮市总工会 石狮市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
石狮日报社 石狮市篮球协会
协办单位：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指定医疗保障机构：石狮仁德中医
指定饮品：天地精华饮用天然矿泉水 卡拉宝维生素饮料

“平安石狮”杯第九届石狮企业篮球联赛企业员工组

邻里
“斗阵”
企业篮球赛
本报讯 昨晚，“平安石狮”杯第
九届石狮企业篮球联赛企业员工组
比赛火热继续。邻里来“斗阵”，全民
共健身，当晚在钞坑赛区还融入了灵
秀镇首届邻里文化节“运动吧，邻居”
全民健身运动进社区活动。通过观
看赛事，社区居民尽情感受篮球比赛
的魅力，感受健康运动的快乐。
在灵秀镇钞坑村泰亨新城赛场，
首场比赛由新宏建对阵浩瀚通讯。
比赛伊始战况十分激烈，两队你来我
往，比分交替上升，差距不大。进入
第二节比赛，新宏建越战越勇，打出
了气势，命中率提高，两分钟里狂砍
9分。浩瀚通讯顶住压力，加强了快
攻，最终浩瀚通讯以3分的优势结束
上半场比赛。第三节比赛，新宏建露
出疲态，进攻与防守效率都大为降
低，失误连连，而浩瀚通讯则以14分
的优势保持领先并进入第四节。进

电影《心理罪》根据十年来
最经典的国产犯罪小说《心理
罪》改编，由谢东燊执导，顾小白
编剧，廖凡、李易峰、万茜、李纯、
张国柱、虞朗主演，上映首日（8
月11日）以6700万元的票房成
绩打破国产犯罪悬疑影片的首
日票房纪录。电影《心理罪》突

入决胜节，新宏建一扫颓势，投进了
3记精彩的3分球，在剩余两分钟时，
更是将比分追平，58：58，全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然而最终未能成功翻盘，
以60：67惜败浩瀚通讯。
其余赛事结果如下，鑫毅纺织
64比59战胜锦源纺织，祥益公司43
比56不敌赣通集装箱，产投集团76
比56打败正品酒业。
该赛事在市委政法委、市综治办
的大力支持下，由石狮市总工会、石
狮市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石狮
日报社、石狮市篮球协会共同主办，
石狮仁德中医为本次赛事指定医疗
机构，天地精华饮用天然矿泉水和卡
拉宝维生素饮料为赛事提供饮品。
赛事不仅注重平安石狮的综治宣传，
还促进了邻里间的互动交流，进一步
助推全民健身热潮。
（记者 林本鸣 实习生 洪睿）

由陈嘉上监制、樊斐斐担任
制片人，杨磊执导，陆贝珂担任视
觉导演的九州奇幻巨制《鲛珠传》
8月11日正式在全国上映。影片
讲述了盗圣泥空空、捕快黑羽、王
子蛤蜊三人因鲛珠而相识，共同
对抗羽族后裔雪烈，拯救天下的
故事。一直以来，该片凭借强大
的阵容、九州大IP的故事背景、精
良的视效及合家欢的特质备受关
注。上映首日，众多看过首映的
观众也纷纷留言对影片表示称
赞，足见其质量过硬，不负众望。
《鲛珠传》的故事架构基于九
州世界观，可谓背景宏大、质感爆
表，这也是九州这个史诗级IP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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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假日国旅

恒顺

电器城诚聘18~45岁女营业
员，小车送货员，仓管
13906992429蔡
红酒
招业务员13799886266

出关注“犯罪心理”成为国产犯
罪电影的拓新之作在暑期档分
外抢眼，而廖凡、李易峰之间的
飙戏更是影片一大亮点。
电影《心理罪》根据热门IP
《心理罪》改编，而小说作者雷米又
是刑法学教授，因此电影在剧情、
情节及刑侦细节上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专业影评人点评该片
“影片主线清晰、情节紧凑”“节奏
控制十分到位，罪案分析的逻辑
缜密，整体观感令人惊艳”。影片
高度还原原著小说精髓也得到雷
米的高度认可，
“我在《心理罪之画
像》中要说的话，已经在电影中得
到了另一种方式的表达。小说
《心理罪之画像》和电影《心理罪》
的心在按照同一频率在跳动。我
很用心，我们很用心。” （新华）

《鲛珠传》：
人羽两族决战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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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事件始末。
《破局》曝光的终极预告片
中，不仅有郭富城、王千源双雄
对垒的虐肾画面，更有郭富城、
刘涛一家人相亲相爱的感人桥
段。在预告中，刘涛饰演的妻子
林晓叶小心叮嘱：“不管什么事
情，你都不要冒险。”并与郭富城
紧紧相拥，一家人共同面对强
敌，夫妻情深令人动容。在电影
中，刘涛贡献了夹杂着温情与逗
趣的精彩表演，为这部激烈虐肾
的警匪片平添柔情。此次也是
刘涛首次出演警匪犯罪类电影，
并首次为大电影献声。
据悉，电影《破局》将于2017
年8月17日全国公映。 （新华）

次被搬上大银幕。九州体系历经
十五年的发展，已成为影响一代
人的奇幻王朝，至今仍是华语文
坛最具影响力的奇幻文学体系之
一。而《鲛珠传》的故事则是以杨
磊导演为首的几位主创在九州大
IP背景下创作的一个全新故事，
无论人物设置还是故事主线，皆
独立于原九州小说，可谓脱胎于
九州IP的原创剧本。值得一提
的是，这个故事也承载着导演杨
磊十七年的奇幻电影梦。而对于
这部九州系列第一次亮相大银幕
的作品，无数九州迷也是翘首以
盼，纷纷表示“期待”“支持”“希望
能拍出九州的气势”。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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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售

金相路急售栋楼
间店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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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两间800平方米精
双证齐全，非诚
装修260万。蔡先
勿扰
15860931539 生：13905072126

厂房

石湖厂房 5000m2出
租，配套宿舍楼可分
租，后有8亩空地适
合做物流、仓储等
13559631583，
13960219811

厂房及土地低价转让 厂房宿舍可分租
厝仔锦山工业区厂房
3层 50200m2宿舍 5层 石狮福辉路宝盖
6000m2
2000m，土地面积 8 鞋城工业园1
000m2
亩，双证齐全、国有出 一层仓库2
18965798766刘先生
让、设备齐全
13305057778许
18965781633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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