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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电视台的“收视第
一”游戏，各大网站的播放
量“放卫星”之风，就更夸
张了。今年 3 月的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全网
点击量首先突破200亿，而
最新纪录是暑期档的《楚乔
传》突破400亿！普通观众
以为，一个点击量应该代表
一个人看了一集电视剧，一
部剧怎么可能有超过400亿
的点击量？但在视频网站的
计算中，点击量不只是正片

的播放量，还包括预告和花
絮、小视频和剧照、相关推
荐、影视原声等。比如，你
看了10个预告片相当于10
个播放量，自动跳转下一集
相当于2个播放量，断网暂
停相当于2个播放量。业内
人士指出，一部剧400亿的
播放量，其实际观看人数可
能是400亿除以总集数，再
除以5到10。

其实，不管是电视台还
是网站，把数据尽可能做得

漂亮，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
通行法则。资深媒体人大楠
认为，在整个影视行业的产
业链中，大家都盯着数据
看，就算是《人民的名义》
这样“现象级”的电视剧，
在播出前期的宣传中，也会
尽可能突出某项数据的第
一。不过，他也指出，观众
并没有那么好忽悠，这种

“粉饰”的行为大行其道，
最后受伤害的只能是整个行
业。 徐颢哲

北京时间8月31日
凌晨，第74 届威尼斯
电 影 节 正 式 拉 开 大
幕，马特·达蒙成为
了亮相红毯最大牌的
明星，中国影片 《战
狼2》的女主角卢靖姗
却因为“堵船”错过
红毯。今年威尼斯电
影节将有 21 部电影角
逐金狮奖，文晏执导

的 《嘉年华》 是唯一
一部入围的华语电影。

美国导演亚历山
大·佩恩的新片 《缩
身》是本届威尼斯电影
节的开幕影片，主演马
特·达蒙也出现在了开
幕式红毯上，成为当晚
红毯最大牌的明星。此
次马特·达蒙主演的两
部电影《缩身》和《迷

镇》 都进入了竞赛单
元，他本人也将向威尼
斯影帝的桂冠发起冲
击。最近凭借 《战狼
2》 被观众熟知的女星
卢靖姗原定要参加红
毯，却意外迟到，卢靖
姗透露，是“船迟到，
不是我迟到，有很多警
察，船停住了”。

孔令强

暑期热播剧集体口碑平平，却纷纷宣称自己“收视第一”

小心！可别被“第一”忽悠了

卢靖姗因“堵船”错过威尼斯红毯

暑期档的电视剧市场，并没有出现什么口碑特别叫得响的作品，
倒是各大卫视在宣传自己的热播剧时，频频号称“收视第一”。靳东和
童蕾主演的都市情感剧《我们的爱》在江苏卫视播出，8月16日宣称自
己“CSM52城收视排名第一”；在湖南卫视播出的青春剧《浪花一朵
朵》，官方微博宣称8月3日当天“全国网全时段全国第一”……观众
可能会很困惑，这么多剧都说自己是收视第一，究竟谁才是第一？

当前中国的电视收视率
统计标准，并不统一。不少卫
视喜欢用CSM的收视数据。
所谓CSM，是收视率统计公
司中国广视索福瑞的简称。
CSM有城市网和全国网两
种渠道数据。城市网的统计
样本来自于城市，样本数量比
较大；而全国网的统计样本
70%来自于农村，样本数量较
少。此外，还有酷云关注度，它
的数据来自于几千万电视和
机顶盒终端的数据，特点是每
一秒的数据都不一样。

事实上，为了说明自家
播出电视剧的受关注度，各
卫视在宣传时最爱玩的就是

文字游戏。比如在“全国第
一”前会加一个“全时段”，全
时段的意思跟某月某日收视
第一差不多，表示收视率计
算范围是24小时。除了“全
时段”，还有“同时段”，也就
是说在该剧播出的那段时
间，拿了收视第一。如果
CSM、酷云都找不到好的数
据，那要怎么宣传呢？这时
候就该排行榜、搜索量登场
了。正在浙江卫视播出的古
装剧《秦时丽人明月心》，8月
16日的宣传并没有提收视排
行，而是突出自己在百度搜
索风云榜、微博实时榜拿了
第一。

对于各大卫视来说，收
视数据的好坏，几乎等同于
电视剧的播出是否成功。行
业观察者赵天成一语道破玄
机，整体数据不能拿第一的，
就计算某日数据，某日不能
拿第一的，就计算某时刻的
数据，总有一个会得第一，

“收视率每天都不一样，而宣
传方要做的就是把数据最好
的那一天拿出来宣传，所以
我们才能看到那么多‘收视
第一’的剧。”他也直言，这些

“第一”做出来，最主要是让
广告主开心，“毕竟广告商投
了那么多钱，连收视率都保
证不了，那还谈什么合作？”

电视收视率统计标准不统一

网站宣称的播放量更加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