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雾霾浓重的日子里，朋友圈不时有人转发喝白
茶可以防雾霾伤害的帖子。有人问我这种说法是否可
靠？就像现在针对雾霾的研究和治理正在推进一样，
白茶抗雾霾的说法难以确切证实。在六大类茶叶中，
白茶一直被认为健康功能突出，能提高免疫力，清
肺、消炎，从这个角度说有助于增强体质、提高抵御
雾霾伤害的能力。

白茶何以得名？是因其成品茶多为芽头，满披白
毫，如银似雪而得名。这种描述主要适合白茶中的白
毫银针、白牡丹，白茶的另外两个品种贡眉、寿眉以
叶子为主，颜色偏深。

白茶的主要产区在福建福鼎、政和、松溪、建阳
等地，其中以福鼎最为出名，以至于现在很多时候谈
论白茶时，就是指福鼎白茶。仙境般的太姥山，造就
了白茶的灵气。

白茶产量不大，以前多为出口，在国内反而鲜为
人知，有人说这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几年前，星
巴克在国内推出白牡丹后，很多人才由此知道了白
茶。我曾去星巴克点过一杯，在咖啡香味弥漫的空气
中喝着白牡丹，似乎有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

2013 年底，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时到北京国子
监参观游览，和家人到一家茶馆品茶，品饮的便是白
茶和大红袍。这件事通过网络传播，提高了白茶知
名度。

去年底的一个晚上，有朋友约我在国子监附近一
家茶馆见面。茶馆位于一个胡同里，甚是难找，绕了
半天都没找到，后来只好让朋友到胡同口来接，打开
手机电筒照路、进了一个院子才来到茶馆。

坐下后，随口和服务员聊起拜登的事情，没想到
她竟然说，拜登造访的就是这个茶馆，只不过已从当
时的地方搬迁到现址。我这才注意到墙上还挂着拜登
一行当时在茶馆品茶的照片。

近几年，白茶知名度不断提升，很多人喜欢上了
白茶。我感觉白茶在北京的热度比原产地福建还高，
估计是因为福建盛产的名茶种类很多，本地人喝茶传
统很深，尤以乌龙茶为甚，形成了“路径依赖”，原
有习惯不容易改变。

和朋友聊天说到白茶，才发觉不少人提起白茶首
先联想到安吉白茶。实际上，作为中国六大茶类之一
的白茶，是在采摘后不经杀青或揉捻，只经过日晒或
文火干燥后加工的茶。安吉白茶并非此工艺生产，在
六大类茶中属于绿茶。

白茶，有如茶中的隐者，是相对小众的茶。接触
白茶久了，还会发现白茶吸引人之处，不仅仅在于有
益健康。白茶的魅力，在于给人带来“大道至简”的
感受。

白茶的“简”来自其制作工艺。白茶经常被称为
“日晒茶”，也就是通过日晒而成。这种工艺无疑是最
简单和“原始”。我想，这也是白茶保留了大自然精
华的重要原因。喝白茶的时候，似乎能感受到春天的
气息和太阳的味道。

当然，如果再深入了解，会发现晒茶过程并非简
单，要晒出好茶需要很高的技艺。至简的“道”，其
内涵也是深厚的。

白茶的“简”还来自于它的味道。白茶是什么味
道呢？很难确切描述，因为不同种类、年份的白茶，
各有差异。总的风格是：淡雅。白毫银针清香，白牡
丹醇香，贡眉、寿眉厚重，给人感受各不一样。

白茶的口感温和，喝的时候甚至似乎没感觉到茶
的存在，这一点对平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之类香气浓
郁茶的人来说，往往很难习惯。特别是白毫银针，茶
水颜色往往淡得接近白开水，一开始茶香也难以
觉察。

白茶的魅力也正在于其原始而自然的淡香清韵。
其味道需要静心细品才能感受到，而一旦感受到它的
神韵，则难以忘怀。

老白茶颜色较深、香气较浓，但相比其他茶，还
是显得更加内敛。收藏、品饮不同年份的白茶，能感
受到味道的差别，体会到时光的流动。

白茶的“简”，也来自它的功效。尽管多年前就
知道白茶，但一直未有专门关注。几年前，有朋友极
力推荐，除了赞赏白茶的味道，还强调白茶的保健功
能，说感冒时煮一壶老白茶喝后就好了。

白茶界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是，“一年是茶，三年
是药，七年是宝”。在传统上，老白茶确实经常被当
作一味有消炎去火功效的中药，近年来也有一些科研
机构实验证明其药用价值，认为白茶有降“三高”、
抗氧化等功能。当然，茶不能代替药，喝白茶带来的
身心愉悦，才是最大的保健功能。

白茶的“简”，更来自于它的冲泡要求。有经验
的茶友都知道，大部分茶冲泡时对技巧要求很高，尤
其是时间的掌握，否则会严重影响味道。但泡白茶没
有繁复的技术要求，尤其是老白茶，是非常好上手的
茶叶，出汤的快慢不会影响口感，即使闷泡也不会苦
涩，甚至可泡可煮，不拘一格。

前不久，网上流传一个帖子，批评一些人喝茶时的
繁文缛节，“何谓茶道？答案很清楚，舒服就是。”这个
观点引起我很大的共鸣，我想，白茶就是适合随意、随
性、舒服地喝。

接触白茶、走进白茶，感受阳光、感受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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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茶的“简”，主要跟它的制作

工艺、味道、冲泡要求以及功效有

关。通过精心细品，可以发现，白茶

界经常提到的“一年是茶，三年是

药，七年是宝”之说法果然不虚

让古典音乐不再曲高和寡
李 丹

若干年前的一个不经意，和西方古
典音乐打了个照面，立刻为之倾倒。

记得那年我正备战高考，一天下午
我去市里的新华书店购买参考书。买
完书，顺便浏览一旁的音像柜台，一下
子被两盘卡带所吸引。它们是钢琴家
傅聪弹奏的《肖邦夜曲全集》，以我仅有
的音乐知识对两位音乐家多少有点了
解。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两盘一套标价
30 元的磁带，对那时只是一名穷学生
的我来说却价格不菲，但设计淡雅和印
有梵高油画《夜晚露天咖啡座》的封面
深深吸引着我，拿在手里许久，看了又
看，最终还是忍不住掏钱买了下来。

这是我的第一套古典乐专辑，它伴
随我度过了最艰难的高三。现在依然
能记起在那些燠热的仲夏复习夜晚，从
窗台上录音机里“吹来”肖邦夜曲的阵
阵凉风。

进入大学，来到城市，文化生活自
然比小县城丰富多彩。同学们结伴看

电影、看话剧，有特长的也可以加入学
校戏剧社、合唱团、管弦乐团，亲身去体
验文化的魅力。对于手头并不宽裕的
学生，动辄几百元一张的音乐会门票让
我们望而却步，不过艺术系学生组织的
舞蹈、声乐、器乐会演，多少能弥补大家
对高雅艺术的好奇心。记得 2003 年

“非典”时期，大家被困在学校，校合唱
团和管弦乐团组织的周末湖畔音乐会
成了同学们最大的精神慰藉。

古典音乐让我怀着好奇走近它，但
想深入了解却不是件易事。对于非专
业的大众来说，长期以来，古典音乐一
直是板着面孔示人。古典音乐资源浩
如烟海，仅在国内听众比较熟悉的古典
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就有一众音乐家
需要取舍；更不要说不同乐队、指挥家
演绎的不同版本，更是让刚刚入门的

“菜鸟”一头雾水。
与其他娱乐方式相比，欣赏一场古

典音乐会也显得规矩甚多：提前入场，

否则就得在门外立等乐章结束才能进
入；衣着得体，正襟危坐；为保护知识产
权不能拍照录像发朋友圈；不能带 1.2
米以下的儿童进场；乐章之间不能鼓
掌，甚至要屏息凝神压制咳嗽⋯⋯种种
成文不成文的规定，也仿佛给观众戴上
了“紧箍咒”。难怪古典音乐一直都是
小众艺术。

不过音乐对于个人来讲，一直都是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你不喜欢，不代
表我不欣赏。朋友舒悦同样是个古典
乐爱好者，他告诉我，之所以选择古典
音乐，就是喜欢上了它的丰富表现力。

“德彪西说，听格里格的音乐，就像品尝
埋在雪里的粉红糖果。我听古典音乐，
就像孩子剥开一层层糖纸期待糖果的
甜蜜，或打开一层层包装纸等待礼物展
现在眼前的那一刻。每听一遍，都感觉
距离音乐的核心更近一层，这也是我理
解的古典音乐比较耐听的原因。”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欣赏古

典音乐变得比以往更容易。海量的线
上正版音乐资源，只要少量付费就能欣
赏，免除了四处寻找 CD 的麻烦；如果
想更深入地走进古典音乐世界，可以订
阅有声课程，《田艺苗：古典音乐很难
吗？》《雪枫音乐会》等在线课程，用通俗
易懂的讲解形式解决了大众“听不懂”
的难题。在“喜马拉雅”“网易公开课”

“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等 APP
上，与古典音乐相关的音视频资源都有
着不俗的订阅和点击量。这说明，当古
典音乐不再板起面孔，它也能成为大众
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我个人，欣赏古典音乐的过
程，就像拉起一根线头，牵出的是一个
辉煌的世界。从一首曲子，知晓一位音
乐家的生平故事；从音乐家的生平，去
了解那段尘封的文化记忆；再从当时的
文化场景，去重新回顾那一段历史。古
典音乐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美好的感官
享受，更是厚重的知识财富。

网络综艺不能“口无遮拦”
周明阳

几年前，综艺节目是各大卫视的王

牌栏目，视频网站往往只能选择买下网

络播放权。随着“纯网综艺”（即仅在互

联网播出的综艺）这一节目形态的出

现，叫好又叫座的网综作品层出不穷，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更是被称为“网综元

年”。这一年，网络综艺全面爆发，形式

更加丰富、内容更加饱满、制作更加精

良。脱口秀类、喜剧类、美食类、婚恋交

友类、户外探险类、偶像养成类⋯⋯各

大视频网站纷纷加大对自制综艺的投

入，深耕垂直领域，在内容制作和商业

价值层面都实现了突破。

2014 年底，爱奇艺推出的《奇葩说》

成为现象级网综，网络综艺走入了大众

视野。在专业制作团队和高额资金投入

的双重发力下，网络综艺的制作规模和

水准已经可与电视综艺一较高下，网络

视频付费市场的发展也为网综提供了更

多的内容价值提升空间。某视频网站高

管曾表示，网络综艺经历了简陋粗糙的

1.0 时代和精品爆发的 2.0 时代，正在迎

来高投入高质量的3.0大片时代。

网络综艺的天然“互联网基因”，使

其拥有独具魅力的节目特点：网络综艺

节目的受众更年轻，以“90 后”为主；节

目内容的设置更贴近网络流行热点，内

容更多元化和类型题材更垂直化；网综

制作的尺度更大，通常在较短的视频长

度内呈现密集紧凑的爆点话题；碎片化

传播与交互也是网络综艺的独有特点，

发弹幕、实时直播连线等网络独有的玩

法甚至反向影响着节目的模式走向；在

营销上，多元化的营销链条已经为受众

所接受，“花式植入广告”甚至成为节目

看点。

快速发展带来市场繁荣的同时，网

络综艺节目领域的竞争也愈加激烈。

为了博得点击量、制造话题，不少节目

开始靠打擦边球吸引眼球。当前，脱口

秀和真人秀节目是网综最主要的类型，

在话题、人物设置以及节目模式等方面

都有新的尝试，但这两类节目正流于肤

浅低俗化：用大尺度、重口味的劲爆语言

和花字特效来制造笑点、话题或戏剧冲

突成为惯常的方式，更有网络脱口秀随

意吐槽“口无遮拦”，观点偏激片面；真人

秀节目虚假，“秀”的成分过多，抑或是充

斥低俗不雅的内容刺激观众视听，更有

甚者，靠炒作个人隐私吸引观众。

长期以来，网络综艺的内容由视频

网站自查，创作环境比较宽松，相应的

监管要求也不像电视台节目和电影那

么明确。2016 年 12 月 20 日，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网

络原创视听节目规划建设和管理的通

知》，正式宣布针对网生内容开启“备案

登记制”，不仅前期制作不合格的网生

内容不许播出，播出后炒作过度造成

不良影响的节目也会被下架。此前一

档名为《吐槽大会》的脱口秀节目就因

其内容充斥黄色、暴力和人身攻击的内

容，上线仅 3 天就下线，社交类的真人秀

节目《美女与极品》也被封停。最近又有

多档网综节目下线，可以预见的是，网络

综艺的内容将逐步走上正规化道路。

在这个拼创意、趣味性和个性化的

时代，网络综艺节目在满足网络受众多

样化需求的同时，也应保持应有的文化

品位和思想内涵，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

内容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KTV迎来“银发一族”
李 哲

在“80后”记忆里，KTV是他们青年
时代熟悉的娱乐方式。近年来，由于经
营模式陈旧、产品类型单一、消费人群狭
窄等问题，以歌舞娱乐为代表的传统文
化娱乐行业似乎在逐渐式微。在此情况
下，创新求变成为其唯一的出路。

辞旧迎新之际，家住北京太阳宫的
王奶奶约了一帮好姐妹出来一聚。午
饭过后，老姐妹们也赶起了年轻人的时
髦，一起到 KTV 娱乐一把。

“我们有‘夕阳红卡’”，王奶奶笑着
举起手中的卡片递给服务员。“夕阳红
卡”是温莎 KTV 推出的消费卡，50 岁
以上的市民只要凭身份证就可以办
理。以北京为例，顾客凭本人身份证，
以 298 元购买“夕阳红卡”可享受三次
欢唱。按照每包房平均 8 人来计算，用

“夕阳红卡”消费，人均只需要付 12元。
对于王奶奶和她的姐妹们而言，

12 元就可以 K 歌一次，十分划算，这也
就是相当于一次买菜钱。商家毕竟不
是公益机构，不会做赔本的买卖。那
么，赢利点到底在哪儿呢？事实上，“夕
阳红卡”的消费时段是严格限制在早 9
点到晚 6 点之间，也就是 KTV 通常的

“闲置期”。这样一来，可谓一举两得。
KTV 通过闲置期的再利用，用很低的
成本拓展了新的客源。据了解，此项业
务每年可为温莎新增数百万元营业收
入；老年人则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享受到
高品质的服务，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说起推出“夕阳红卡”的初衷，北京
温莎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杨
颖介绍，量贩式 KTV 超过 80%的消费
都是“80后”和“90后”，但是，年轻用户
的心态近年发生了变化。一份调查数
据显示，77.3%的年轻用户表示去 KTV
的频率正在降低，33.9%的用户表示

“唱腻了”，47.2%的用户表示有其他娱
乐项目。因此，文化娱乐场所必须转型
升级，开辟多元盈利途径、改善行业形
象。推出“夕阳红卡”就是温莎的一项
创新行为，此举的目的不仅是拓宽消费
群体、增加盈利途径，同时，也为了改善
娱乐场所与周边社区的互动，进而改变
整个娱乐行业的形象。

以往，只要一说起 KTV，中老年群
体就会有“两怕”，一怕场所内存在黄赌
毒等不良现象，二怕高消费。通过“夕
阳红卡”，让中老年群体走进 KTV，感
受量贩式 KTV 的欢唱氛围，改变他们
的负面印象。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温莎
还专门推出了针对老年人的餐饮服务，
将茶水和简餐打包在卡里。同时，还联
合第三方音乐机构，为老年群体开设免
费音乐课堂。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深受
中老年消费者的欢迎。在北京太阳宫

店的白天时段，“夕阳红卡”开房占比为
53.81%，北京花园店为 54.22%。

纵 观 市 场 ，对 于 量 贩 式 KTV 而
言，由于创新乏力，吸引力降低，行业内
已经出现一部分 KTV 关停并转的现
象。想要迎来歌舞娱乐行业又一个春
天，创新变革势在必行。拓宽中老年消
费群体仅是其创新求变的一个“小招”。

作 为 KTV 的 信 息 系 统 提 供 商 ，
“星网视易在产品创新和整合创新方面
作出了不少尝试，力图打造智慧 KTV
和泛娱乐 KTV 两条业务主线。”福建
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欧继福举例说道：借助智能手机普及，
推出了在线预订、在线超市等线上系
统；引入 AR 技术，提升消费者娱乐体
验，并引入直播技术实现场内外互动；
利用 KTV 联网平台，整合有创作能力
的内容方，促进原创音乐发展等。

右图 马德里弗拉明戈

的《卡门》。

下图 荷兰阿姆斯特丹

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

上图 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舞姬》。 图片来源：国家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