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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人的戏剧

梦想征途

黑夜里，一束光穿透寂静在

空气中扩散开来。 柔柔的雪花

在光圈中缓缓坠落，越来越多，

覆盖了大地。 一个深远的声音

从空中响起， 向尘世宣告十位

战士即将开始他们《脱颖而出》

的梦想征途。 在雪花落尽的时

候， 远方走来了身披金甲黑风

的战士们。 他们一个个诉说着

一路走来的感慨， 对继续坚持

的鼓励，对离开伙伴的想念，对

未知挑战的准备， 对可能结局

的坦然。 他们在一次次的离别

中学会了坚强， 他们的梦想征

途是为了所有人的打拼。 空中

再次传来警示：“别忘了， 这里

是你们的战场， 你们是最勇敢

的战士。李威斯、许秀君、谢伟、

雷英、刘佳、徐向明、陈雅婷、邢

啸吟、任翔、秦紫薇。”十个名字

回响在天际， 十位战士听到召

唤，接过蒙面使者手中的圣剑，

向着远方发出无惧的呐喊。

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这

里就是《脱颖而出》10 进 8 的

比赛现场， 一幕惊心动魄的魔

幻开场， 昭示着不断升级的考

验和越来越残酷的淘汰。

十强选手的比拼， 不再

采用团队的形式 ，而是选手

针对合作伙伴的品牌或产

品创意广告，每人表演一个

作品。 十个人按照表演的品

牌和自身特点 ，分为五对进

行俩俩对抗。 评委会对选手

的表演进行对比性的点评 ，

并在全部表演结束后 ，产生

第一轮直接晋级的选手。

这一轮的表演， 是选手们

精心准备了一周的作品， 为了

更好的将自己的创意呈现出

来，可谓各出奇招。雷英的芭比

娃娃，为真爱与恶魔抗争；谢伟

的秦始皇与大臣之间的搞笑对

白；李威斯的原始人部落；邢啸

吟的摇着脑袋“关关雎鸠”的老

夫子； 任翔的白马王子般打扮

的魔术师；徐向明的黑衣侠士，

剑影摩梭； 陈雅婷的雨中的一

见钟情；刘佳的白领的一天；许

秀君的长沙美食； 秦紫薇的为

七未量身打造的歌舞。 或许在

评委的眼中， 他们有着这样那

样的缺陷， 或许这些不是最优

秀的广告， 但是这里的创作激

情和生动表演是你在哪里都找

不到的。

令人惊喜的是， 在这十个

作品的表演中， 我们看到了之

前淘汰的二十强选手的身影。

黑衣剑侠的对手， 白衣剑客是

我们的扬琴小子赵宏伟， 他还

是许秀君的广告里的好哥哥；

传说中的串场哥“小胖”罗忠林

再掀江湖， 刚刚还是原始部落

新逮到的人肉午餐，摇身一变，

成了老夫子学堂里最胖的学

生；沈雯雯也回来，做了一把穿

兽皮的女人……每次看到这些

选手回来为曾经的同伴助阵，

都感觉《脱颖而出》已经超出了

比赛， 选手们在这里结下的深

厚情谊是不能用名次去衡量

的。

第一轮表演后暂时待定的

选手， 进入第二轮即兴广告表

演的比赛。 媒体和企业代表组

成的大众评审团将派出代表，

指定某一位选手用指定的道具

表演指定的产品广告。 完全即

兴的创作对选手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也考验着选手们的功力。

被油漆桶绊倒， 狠狠摔在舞台

上；为了表现皮肤瘙痒，抓耳挠

腮的样子……为了更好的完成

表演，选手们完全放弃了身段，

没有学习过解放天性的他们，

已然在这个舞台完全解放了自

己。选手们的认真，打动了大众

评审团， 对于他们的努力给予

了积极的肯定。

终极 PK 中， 评委给出了

枪和口味王“味赢天下”槟榔两

个道具。 可爱的秦紫薇和搞怪

的谢伟，双双转型，以美少女战

士和外星人入侵地球为背景，

给大家讲了两个神奇的未来故

事。

看着他们将一个个试题变

成活灵活现的广告， 只想伸出

双手为他们鼓掌。无论如何，他

们已经表现出了最好的自己。

难说再见

然而，《脱颖而出》 是一场

比赛， 比赛之残酷就在于一定

要有人离场。 在经过了一轮又

一轮的表演 PK 之后， 任翔和

谢伟这一对住在同一个寝室的

难兄难弟最终同时离开了。 面

对这样的结果， 两个大男孩儿

反而成为全场最镇静的两个

人。

在离别 VCR 中， 任翔说

起接到《脱颖而出》二十强入围

通知时的喜悦心情。 当初选择

远赴沈阳学习声乐， 是因为声

乐是表演中“声、台、形、表”四

个基础要求的一部分， 也是想

为自己的表演打些基础。 能够

入围二十强， 让他感觉到自己

的表演才能第一次得到肯定，

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在表演道

路上继续前进的信心。告别《脱

颖而出》，他将回到学校继续完

成学业。而即将大四毕业的他，

正在为自己的将来做着规划。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或许未来

的舞台上， 我们还会再次看到

这个帅气的男孩儿阳光般灿烂

的笑容。

对于谢伟在终极 PK 中的

落败， 恐怕很多人都没有足够

的心理准备。从海选一路走来，

谢伟的创意思维始终源源不

断，这不光表现在他的广告中，

也表现在平时的生活中。 这个

最激情四溢的男人， 这个最古

灵精怪的男孩， 年纪在他身上

似乎已经停顿。 在上一场的终

极 PK 中， 他已然让我们看到

了面对可能的失败时那个直接

坦诚的脸。 而这次跟好兄弟一

起离开，他已无遗憾。

主持人蔡博将眼泪送给了

即将离开的任翔， 她毫不掩饰

的告诉大家， 从个人的感情而

言， 她最希望任翔能够走到最

后的总决赛。 而任翔也在宣布

谢伟离开的时候， 不再保持一

贯的矜持，冲上舞台。“反正都

要走了，干脆抢回镜。我们两个

真是有缘，一起来，一起走。”看

着两个人男人间的拥抱， 听着

戏谑间难掩的遗憾， 台下的女

孩子全都泪眼婆娑。

在不得不再见的时候，我

们只能真心的说声“珍重”。 没

人能忘记你们为这个舞台留下

的欢笑， 没人能否定你们身上

藏不住的才华， 没人能忽略你

们夺人眼球的光彩， 更没有什

么能够停下你们不断前进的脚

步。在这里，你们认识了一群好

朋友。比赛是暂时的，友谊却是

一辈子的。

所有的期许和等待， 不会

因为离别而消逝。 戏剧终将落

幕，但情感的圆不会结束！

现在继续

《脱颖而出》 全国十强都

来自于我们身边最普通的大

众， 他们没有专业的技巧，没

有华丽的包装，没有强大的团

队，有的只是对生活的、对表

演的热爱，一颗赤诚之心。 这

里，是他们为着曾经的和现在

的梦想努力的开始，征途上或

许有荆棘无数，但阻挡不了前

进的脚步！ 尽管征程上少了两

个伙伴，但是他们的梦想还在

继续。

接下来 8 进 6 的比赛，是

总决赛前的最后一场晋级赛，

依然留在舞台上的战士们，同

伴的梦想压在你们身上，同伴

的支持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

离别的伤感不该是落泪后的

沉寂，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待

着你们去完成。 擦干泪痕，现

在开始，全心全意去创作新的

广告，全力投入到新一轮的培

训和排练中，全国六强的席位

等待着最坚强的心和最努力

的人去争取。《脱颖而出》是用

广告去诠释生活，你们是在用

自己的广告演绎着自己的人

生。 用祝福送给每一个已经和

即将离开这个舞台的兄弟姐

妹，用自己的努力去报答每一

个关心你的人，用出色的表现

让自己和所有人没有遗憾！

《脱颖而出》的广告大片，

现在继续……

当一个人的梦想承载了太多的期许，当一个人的期许承载了太多的等待，当一个人的等待承载了太多的离别，当一个人

的离别承载了太多的期许，这个圆永远没有终点。《脱颖而出》的舞台上，十位坚强的战士依然执着的继续着，为了不辜负一直

关注他们的观众的期许，为了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的等待，为了延续那些已经离开的伙伴的梦想。

这是一出十个人的戏剧，大幕已经拉开，每个人都投入在自己的角色中。《脱颖而出》10 进 8 晋级赛，广告大片正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