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被称为“网综元年”，网络综艺因其
重网感、个性化、自由度高而百花齐放。在经历
了野蛮生长的 1.0 时代与初具精品的 2.0 时代
后，随着一流团队进驻、资本竞争入场，节目品
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用户市场趋于成熟化，网络
综艺开始进入大体量、高质量的3.0时代。

从非主流到现象级

“不给人添麻烦算不算美德？”“和老板打
游戏到底该不该放水？”这是网综领头羊《奇葩
说》第四季的辩题。该节目在娱乐喜感的外衣
下，精准捕获当代年轻人关心的议题，并且紧
扣辩论的内核，充满喜感与正能量。《奇葩说》
于 2014 年问世后迅速成为“现象级”网综，前
三季播放量总和超过15.6亿次，其中单期播放
量最高达1.6亿次。

从《奇葩说》开始，网络综艺受到业内重
视。《2016 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数
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视频网站推出已备案
的网络综艺为 618 档，共计 6637 期，创下网络
综艺节目的历史新高。预测在 2017 到 2018
年，网综数量会达到井喷式爆发。

随着网络用语、自媒体、网络传播的发展
与影响，网络文化日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
分。相较于十年前，网络文化已经不再是“非
主流”的边缘文化了。

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
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消费人群，影响了文化消
费结构。在年轻人的带动下，网络文学、网络
影视受到资本和市场的热捧。这种地位变化，
也体现在网络综艺的风生水起上。

网络综艺何以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传
媒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部传播心理研究所副教
授陈锐认为，“网络综艺节目受到的审查和监
控力度相对较小，话题、内容、风格自由度更
大”。同时，“限娱令”“限秀令”也让很多电视
综艺转向网络播放，进一步刺激了网络综艺节
目的竞争与爆发。如电视综艺节目的热门 IP

《爸爸去哪儿》《超级女声》等综艺节目就从电
视平台搬到了芒果TV进行播出。

随着广大“80后”“90后”的价值观日益多
元，需求也更多样化，传统主流媒体的综艺节
目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而网络综艺节
目内容更加注重原创性、多元化，并提供更多
互动方式，强化了年轻观众的社交体验。

纵观近几年的电视综艺节目，口碑收视双
丰收的《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
弟》等，几乎都源于外国综艺节目的模仿或者

购买版权，利用超级明星吸引粉丝。而网络综
艺节目更多启用普通人，与年轻人产生共鸣，引
发受众对节目的认同。弱化超级明星效应，释
放“草根文化”，这也是网综大受欢迎的原因。

网络综艺节目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也被
业内看好。当下传统电视和网络综艺节目都
普遍采用“赞助+冠名”的盈利模式，但随着网
络综艺节目慢慢成熟，除了现有的冠名和会员
制之外，虚拟货币、虚拟商品等新的商业模式
也将会出现，从而产生更大的商业价值。

“网感”渐失亮红灯

网络综艺制胜的秘诀之一就是其“网络
性”，或者称为“网感”。专家认为，网络综艺天
生具有互联网基因，自由、轻松、互动、有话题、
有共鸣，在追求娱乐的同时，表达年轻人的生
存状态和价值观念。

网络综艺强调个性化、趣味性、互动性、参
与性，更在乎用户体验。不过，随着传统电视
行业人员的加入，网络综艺在题材、流程、模式
上也在向电视综艺看齐，这在极大丰富了节目
类型的同时，也使“网感”有所削弱。

传统、老套的主持风格和对话不再符合网
络综艺的氛围，很多明星在综艺节目现场不能
和年轻观众产生互动。即使是谢娜、何炅、小
S 这样的主持人加入网络综艺，也让不少观众
感觉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平台做节目，并没有明
显的网络文化特征。

目前各大视频平台都加大了综艺节目投
入力度，许多专家、从业者也担忧网络综艺是
否也会像很多电视真人秀节目一样，被明星资
源和价码绑架。湖南广播电视总台原台长欧
阳常林多次批判明星扎堆真人秀、出场费不断
刷新、制作成本疯涨等行业现象。金牌制作人
谢涤葵也表示，通常投资一个亿的节目，大概
有六七千万元要花在明星身上，这已经成了全
行业的担忧。

近几年的传统电视综艺已经成为内容同
质化的重灾区，歌唱类、选秀类、亲子类、相亲
类，都凸显出集体跟风的行业通病。部分网络
综艺也开始出现同质化的问题，如果不能跳出
传统电视综艺的跟风模式，也必将重蹈覆辙。

陈锐认为，无论从运作模式还是内容制
作，网络综艺节目如果不注重用户的互动参
与，没有找到独立于电视综艺的发展之路，很
难得到长期发展。

为了吸引眼球，网络综艺节目话题尺度也
在不断擦边探底。资深媒体人大米认为，目前

的网络综艺可以说一方面百花齐放，另一方面
鱼龙混杂。收视率和点击率、曝光率成了网络
综艺追逐的唯一目标，这就导致很多网络综艺
的制作不在创意上下功夫，而是靠着低俗、恶
趣味来吸引点击率，这种不断探底、打擦边球
的方法并非长久之计。

细分内容创精品

随着一线明星、优质团队的加入，资金投
入力度的加大，网络综艺节目逐渐进入到精
品化、规模化的运作阶段，表现形式和内容逐
渐多样化。不过，能够掀起收视热潮、实现口
碑和商业价值双赢的网络综艺节目依然屈指
可数。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专家表
示，首先就是要了解用户需求，把握用户口味，
增加用户黏度。未来，网络综艺节目应该向内
容的垂直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努力创新，真正
体现互联网文化特性。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陈伟指出，细分是未来
网络视频领域的大趋势。根据年轻用户所占
比重更大的现状，语言年轻化、敢于试错、品类
垂直的节目将更容易成功。随着用户网络内
容消费场景多元化，不同的场景之下产生的内
容选择也会更加多样，未来内容市场将进一步
细分。

大米认为，网络综艺除了邀请大牌主持人
和明星加盟之外，应该更多在节目创新上有所
突破，在娱乐化的表象上增加一些有教育意义
和文化艺术素养的内容，这样的娱乐节目才会
更加有层次，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互动性是节目网感的体现之一。网络综
艺通常要通过视频直播、短视频制作、微博等
方式，直接与粉丝近距离沟通，以达到吸引更
多粉丝的目的。观众的参与度越高，节目的自
由度、可观性也越高。

专家还提醒，网络综艺一定要把握好尺度
问题，不能一味讨好观众而降低底线。网综因
其尺度宽松受追捧，也会因为突破底线被下
架，部分网络节目的命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网络综艺喜与忧
□ 林紫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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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综艺节目内容更加注重原创性、多元化，并提供更多互动方式，强化了年轻观众的社交体验

☞ 网络综艺节目应该向内容的垂直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努力创新，真正体现互联网文化特性

说起有着“雪域江南”之称的西藏林
芝，大家仿佛更感兴趣它有别于高原粗
犷的秀丽风光，常忘了林芝也是一个有
文化、有故事的地方。

在没到林芝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
前，我也只钟情于这里别具一格的自然
风光。当爬上这座位于尼洋河畔、林芝
市区东南面的三层阁楼后，我发现自己
对林芝的印象又被刷新了。

林芝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还有个
名字叫尼洋阁。

尼洋阁是福建省第四批援藏建设项
目，建立于2006年9月，因靠近尼洋河滨
而得名。这是一座五层的塔阁式建筑，融
合了藏式塔楼和汉式阁楼的建筑风格，建
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高36.9米，是汉藏
建筑艺术融合的结晶。登临阁楼，可以纵
览尼洋河胜景和林芝市政府所在地八一
镇全貌。后来，林芝市以尼洋阁为依托，
打造了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

林芝市境内不仅有藏族、汉族，还有
珞巴族、门巴族，和不能独称一族的僜人
等。多民族聚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俗
文化。福建省第五批援藏工作队历时两
年，完成策划、设计和实物征集、装修、布
展等工作，于2010年4月建成了全国首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并将其
定名为“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

博物馆设立了 14 个展厅，展出了
64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 4 项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实物、场景复
原、文字、绘画、摄影、雕塑、多媒体等多
种手段，集中展示了生活在林芝各民族
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

走进一层大厅，四根图腾柱首先出
现在我们眼前。从左到右依次分别代表
生活在林芝的工布藏族、珞巴族、门巴
族和僜人。工布在藏语中是“峡谷凹地”
的意思，林芝正好位于雅鲁藏布江峡谷
地带，过去被称为“工布地区”。在图腾
柱上可以看到工布藏族、珞巴族、门巴
族和僜人的生活习俗、信仰，其中包括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珞巴族“阿巴达尼
始祖传说”（阿巴是祖先，达尼是始祖本
人的名字）。

四根图腾柱的背后是《藏东南教化
图》，表现的是迎接文成公主的场景。沿
着博物馆一层大厅顺时针转，依次展现
了林芝文化遗存的石刻、列山古墓、秀巴
古堡、太昭古城等林芝地理风物的图文
介绍，以及当地特有的服饰、配饰等。最
奇特的是生活在林芝察隅县僜人的耳
饰，随着年龄的增长，妇女的耳环越戴越
大，耳环里还可以装零钱。

二楼主要展示的是林芝民间歌舞和
手工技艺。在这里可以看到林芝各县区
舞蹈样式的图文介绍，其中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米纳羌姆，是西藏唯一允许
俗人还必须是男子跳的神舞。工布响
箭、墨脱石锅、易贡藏刀、藏香、竹编藤
编、藏纸、木碗、藏靴都分门别类地陈列
在这里。

阁楼的三层是关于体育竞技和节庆
节日、宗教文化等的介绍。掷骰子、藏式
风筝、工布响箭、赛马、赛牦牛、抱石头等
藏区常见的体育竞技活动都有详细的图
文介绍。

去林芝旅行，先去尼洋阁参观，一定
会让您的林芝之旅不仅有山有水有美
景，更知晓很多动人的故事。

去林芝旅行，先去尼

洋阁参观，一定会让您的

林芝之旅不仅有山有水有

美景，更知晓很多动人的

故事

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

雪域江南尼洋阁

□ 代 玲

萦怀二十年

最爱是《西厢》
杜 鹏

作家叶文玲说，戏曲是很多人心
中的一池春水。于我，这池春水是江
南的越剧。爱越剧，最爱是《西厢》。

第一次看到《西厢记》是在1993年
的电视屏幕上。犹如戏里的张生初见
莺莺一般，“猛然见五百年前风流孽冤，
魂灵儿飞上九重天”。那一刻没有思
想，只有惊艳。这一版的张生、莺莺和
红娘，从此成了心中无法超越的经典。

第一次在剧场看到《西厢记》是
1999 年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与很多
爱越人一起，真真切切地看到在碟片
中看过很多次的画面，感觉神奇而幸
福。贪婪地观看着每一刻的精彩，倒
有几分张生“趁月色饱看那芙蓉面庞”
的心境。舞台上下气息相和，观众们
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落幕后经久不
息的掌声，至今记忆犹新。

再看《西厢记》却是 2012 年在国
家大剧院的封箱演出。演出前同为
爱越人的“青衫依依”在博客中写道，
闻听封箱演出，“是碟片岁月外咫尺
相对的情思缱绻，是蓦然惊魂后断了
余生念想的余痛绵绵”，诉尽每个深
爱浙百、深爱茅威涛的西厢粉的复杂
心绪。

钟声敲过，大幕开启，张生着那袭
清俊的蓝衫，吟唱“游学中原，脚跟无
线，张君瑞雪案萤窗二十年”，依然是
那般骨骼清奇、洒脱倜傥。意料之中，
博得了观众满堂的掌声与喝彩。那一
瞬间，我的眼泪悄然落下，心中生出无
限感慨。相识已是二十年，二十年来
很多物是人非、沧海桑田，这出戏却一
直，在耳畔，在心头。

在我看来，这出戏是对王实甫《西
厢记》非常成功的二次创作。戏剧文
本优美、结构紧凑，演员表演挥洒自
如、灵动生辉。观众既在冲突迭起中
体味爱情故事的起承转合，又沉醉在
茅威涛俊逸、陈辉玲俏丽和何英空灵
的表演中，沉醉在那些优美的唱段
里。因为《西厢记》，我这个生于普救
寺当地的山西人，专程去了西厢，感受

“梨花溶溶夜，花阴寂寂春”的境界，想
象张崔在月下酬唱的无限缠绵⋯⋯

越剧在生活中也扮演了无比重要
的角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无形中给
予我一种向前的力量。遇到困难、心
情不好的时候,我愿意把自己抛到越
剧的世界里，拨开纷扰世事，让纯净之
美给心灵带来疏朗明澈。经典的艺术
作品是什么，我想，应该如《西厢》一
样，可以让人感受到心灵愉悦的美感，
可以深味人生复杂的情感，并且在心
中积蓄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前行动力。

20 世纪 80 年代，在贵州省水城县文化局的帮助下，陡箐镇猴儿关村的苗族村

民将祖辈传下的蜡染、刺绣、挑花等技艺融合，创造出了颇具特色的“水城农民画”。

如今，在 400 多人的猴儿关村，“平时种地，闲时画画”的农民画家已超过 100

人。制作农民画已经成为村寨里不少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猴儿关人正在用画笔

勾勒自己的幸福生活。 陶 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