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月前,某服装品牌联名款遭疯抢
事件的相关图文、视频席卷全网。在大多
数媒体集中火力抨击非理性消费、国民素
质问题时，实际上还可以换个视角看，从
这一群体消费行为分析社会公众尤其是
年轻人消费需求的改变。此次疯抢并非
因低价、折扣，也并不完全由限量发售等
营销行为所直接导致，而其核心原因是公
众对产品文化附加值的追求，服装、日用
品等物质消费也已成为人们满足精神文
化需求的重要渠道。

附着各类文化符号的T恤、近年来风
靡的“汉服热”“国潮热”、文创产品的热销
以及日用品的“文创化”……时尚与否的
判定因素从款式扩展到了风格，人们期望
在生活场景中“亮出”自己的文化标签。
消费者在追求个性和差异化的过程中虽
然难免受到潮流的裹挟，但是消费习惯最
终会向着成熟化发展。而对于生产者来
说，通过对这一消费趋势的响应，从传统
和当代文化艺术资源中汲取素材、创新转
化，制造高文化附加值的“爆款”，一定好
过盲目“跟风”。

“网红款”与“潮玩”受到人们追捧。
某自媒体曾发布一则推送，请用户辨别图
片中所列物品哪些是“网红款”？优衣库
的KAWS联名款T恤、星巴克的猫爪杯、
双黄蛋雪糕……即使不“追星”也能认出
这些“网红款”。从中也就可以得出“网红

款”的大致含义：产品的外观造型、功能设
计或使用体验在网络媒介环境中获得“引
爆”从而被广泛传播、受到消费者追捧，其
中通常伴随着饥饿营销、跨界营销等营销
策略的使用。有些“网红款”因为文化、艺
术要素的加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远
远超出了实际售价。“网红款”源于“网红”
一词，而“网红”也从专指网络红人扩展为
网络媒介传播中的各类热门内容，衍生出

“网红店”“网红城市”等新词。
而“潮玩”是指潮流玩具，其主题或者

说卖点是玩具的创意设计、制作工艺和所
附着的“文化标签”……“潮玩”背后还有
消费体验的创新。比如，“盲盒娃娃”依托
热门IP、限量售卖、“隐藏款”设计等制造
强大的消费心理黏性，已形成庞大而稳固
的消费群体。物质产品的价格可量化，文
化现象或IP内容的经济价值也可衡量，但
当文化或IP附加到产品上时，其价值就无
法用简单的加法来测算了。

截至 2018 年 12 月份，我国网民规模
达到8.29亿人，年龄结构以中青年群体为
主，但持续向中高龄人群渗透，网络热点、

网络话题等越来越具有强劲的社会代表
性，而消费行为尤其是文化消费的策源地
往往是互联网。

“网红款”“潮玩”背后有明显的跟风
性、盲目性特质，但与其一再抨击不如加
以分析：“跟风”源于人类社会固有的从众
心理，“从众”并不是当代所独有。人类社
会从古至今都普遍存在着个体因群体压
力而跟从选择的行为，但在当代因互联网
大幅增加了信息的可达性，也势必造成更
密集的群体压力，从而造成无孔不入的

“跟风”，影响人类感知力、判断力和创造
力的发展。理解“跟风”，就能更好地利用
移动互联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为大众创
造更为多元的“东西南北风”；在消费者之
间形成良好的蜂鸣效应，促进消费行为的
成长与成熟；擅于接纳和创新利用消费趋
势和规律，帮助更多“主流文化”在生活场
景中变身“潮流文化”。

近几年，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日
趋活跃，故宫博物院已然成为“网红大
IP”，苏州博物馆的“唐寅袋泡创意花茶”、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古蜀青铜面具饼干

公园、南京博物院的金陵王玺橡皮擦……
原本只能在博物馆内见到的文物形象和
历史文化符号大量在生活场景中出现。除
了博物馆等文化文物单位，公园文创、街
区文创等也开始崭露头角，比如玉渊潭公
园的“樱花冰激凌”刷爆了樱花季的朋友
圈。可以说，从少量供需的“文化纪念品”

“文化衍生品”到销售量、覆盖面不断扩
大、文化附加值在其中处于不可或缺位置
的“日常消费品”，文化有了更大的应用场
景，消费者热衷于为“文化附加值”买单。

当代，文化消费以及物质消费的“文
化化”，已然成为文化传播的主渠道。虽
然这种传播具有符号化、浅表化、碎片化
等特征，但同时也具有可见度高、覆盖面
广、传播性强等优点，是不可放弃的文化
载体。实际上，“中国风”“汉服热”“国潮
热”都体现了当代人认知认同、主动亲近
中华传统文化的趋势，背后是人们在古人
智慧、传统工艺、民族审美中找到了自我
所追求的内涵、美感、个性……

再回头看此轮“疯抢”，我们可以确认
的是当代人已然更为注重文化本身的消
费。消费者通过文化消费表达生活态度
和文化认同，我们要做的是在产品、服务
以及各类消费场景中寻找更多文化表达
的新方式，为更多富含营养的文化资源创
造与大众亲密接触的机会，让文化的价值
不断被发现和应用。

风靡背后是文化附加值
□ 杨 红

《淮南子·本经》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
雨粟，鬼夜哭。”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
解释说:“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
能遁其形，故鬼夜哭。”

从绳结记事到龟甲、骨器、陶器上的简单
刻画，再到文字的破土而出，就像一轮旭日，
人类穿越了漫长的黑夜，点燃了文明的曙光。
从此，经验与智慧的传承不再是口口相传，而
是变成了文字记载，人类社会走进一个全新
的纪元。

无论是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也好，还是人
类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好，文字的出现，都是一
件改天换地的大事，都是一件改变人类历史
走向的大事。

无论象形、指事也好，会意、假借也好，还
是转注、形声也好，每一个文字的背后，都隐
藏着历史的年轮，隐藏着先人的情感密码，这
些密码，需要我们用一颗虔诚之心去研读、去
破解、去传承、去光大。

因为，文字是情感之所系，心灵之所托，
生命之所依。因为文字就是一方天地，囊括了
整个宇宙，天地万物。因为文字，文明才得以
递进，文化才得以传承，知识才得以丰富。

因此，对待文字，我们应心存感激，心存
敬畏。特别是以文字为生、为事业、为追求的
人，更应如此。

然而，在世俗的大潮中，在浮躁日甚一日
的当下，一些人迷失了自我，把文字当成了游
戏，当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甚至当成了意淫
的对象，与文学这座圣殿越来越远，甚至背道
而驰。

以诗歌为例，现在一些所谓的诗人，以垃
圾派、口水诗、下半身写作为光荣事，言必称
性、出口成脏，打着创新的旗号，以奇谈怪论、
起哄炒作为能事，让诗歌这颗文学皇冠上的
明珠蒙羞，以至于诗人一度成了讽刺人的贬
义词。还有少数写作者以闭门造车脱离实际，
生造字词句，东拼西凑，更有甚者追求低俗、
感官刺激以获取点击率、阅读量，丧失了为文
者的“底线”；还有更恶劣者洗稿抄袭，剽窃别
人作品以获取名利，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为人
之所不耻。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杜甫也说：“文章千古事。”历史长河中，
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兴亡，转眼即逝，一些好
文章却千古流传，一些人或事也因文章千年
不朽。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震古烁今；诗人
张继一首《枫桥夜泊》，让寒山寺蜚声海内外；
路遥凭一本《平凡的世界》，成为文学上的一
座高峰。

文以载道。无论传之后世也好，还是流传
当今也罢，每篇文章背后的作者，是站着的灵
魂，还是跪着的嘴脸，读者看得一清二楚。你
今天“玩”了文字，他日必将被别人唾弃。所
以，为文者万不可掉以轻心，更不可亵渎文
字，这既是对读者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只有秉持“板凳要坐十年冷”“铁杵磨成
针”的执着精神，才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
只有秉持“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驴背琢
磨推敲的精神，才能写出经典之作；只有秉持

“一生写一书”的精神，才能写出传世之书。
敬畏文字，用良心写文章，用恭敬之心写

作，这是一名作家或文学爱好者应具备的最
起码的态度。

执于坚守，善为调整

□ 郝旭光

回归纸上阅读

□ 李 晓

实现目

标的过程不

是固化的。

寻找更多文化表达的新方式，为更多富含营养的文化资源创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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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文字

□ 涂玉国

我有时感觉自己成一个另类
了，不过我享受着这种另类的
孤独。

我说的另类，就是在这个时
代，我还是一个对纸上阅读情有
独钟的人。车站码头，航空港，人
来人往的街头，埋头看手机的人
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风景。在
这样的场合，很少见到埋头看纸
质书的人，我多想一个人在看书
之余托着下巴，陷入宁静的状态，
沉思的模样。我还想听到书页翻
动的声音，打开一页书，体内的肺
叶也一同翕张了一次，因为一个
人全神贯注时的阅读，是牵动内
心气韵节奏的。

前不久从我所在的城市启
程，乘坐高铁去一个大都市，行程
不到两个小时。我随身带着一本

《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
我在车厢里看完了其中一篇《杜
甫埋伏在中年等我》,很是感慨。
我抬头，垂头看手机的乘客中，居
然看见有一个中年男人也在看
书，我凑近一看，却发现他看的是
一本工程业务签订合同的样本，
难怪他揪紧着眉头，想来心里正
算计着工程成本与利润。

许多人嘴里碎碎念着诗与远
方，但一旦真的到了远方，心里惦
记的还是现实利益的牵扯纠葛，
远方对他们来说，是一辈子无法
真正抵达的地方，真正的远方是

栖息在灵魂家园里一块云雾缥缈
的精神田园。

那些年，我常乘一艘慢船去
长江下游一个城市，航程需要三
天三夜，除了在船舷看两岸风光
和吃饭睡觉，就在涛声隐隐里阅
读了当年文艺青年追崇的不少世
界名著。我在一条慢船穿过的大
小城市中，通过纸上阅读，完成了
与文学大师们的精神相会，完成
了文学营养对我最初的灌溉。高
铁、飞机时代，慢船已经渐行渐
远，在时代的河流一角朝我打着
告别的苍凉手势。

慢船驶出了我眺望的视线，
纸上的慢读也快成了一种发黄的
记忆了吗？其实我也在享受着手
机网络时代的快捷方便，在手机
上浏览新闻，订票，叫外卖。尤其
是上了微信以后，我也快成了一
个手机控。有很多的人，是在微
信里存在着，你如果长期不跟一
个人的朋友圈点赞，很可能就要
被拉黑与删除，在现实里翻白眼
乃至绝交。微信天地，其实也是
打量一颗颗人心的最佳场所。不
过据我观察，有时一个点赞，也是
对彼此精致利益作出盘算过后的
行为，你要是对我没一点啥用处，
我连点一个赞也吝惜着，小心翼
翼地下手着，当然也有懒得看一
眼就随手给你一个点赞的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

也被手机捆绑着。睡觉前的最后
一眼，是看看微信里的消息，生怕
遗漏了蛛丝马迹的讯息，醒来的
第一个动作也是打开手机看昨夜
今晨的微信，每条微信我也要去
看上一眼，出于礼节或者还要评
论一番。这样带来的结果是，我
更焦虑与空虚了。更纠结的是，
我看书也受到了干扰。往前，我
可以花上一半天的时光在书里世
界游走，而今看了不到几页，又要
忍不住拿出手机看看。后来，我
看书或是写作，索性只有关了手
机。有次关了机，等开了机，才知
道我爸一气打来了20多个电话。
我打通了爸的电话，爸在那边虚
弱地问：“儿，你没事吧？”

在手机里碎片化的浏览，把
我对纸上阅读的耐心和专注，切
割得支离破碎。我痛下决心，还
是要回到我从前那些慢阅读的时
光里去，像古人凝望星空一样，让
自己与天地往来接通，这样的我，
才是我认识的我。

我再次捧起一册纸书，殷殷
呼唤在纸上的慢阅读时光，能够
回到我的中年岁月里来。让我像
缓缓蠕动的白云那样，深情地凝
眸天空，俯瞰大地，阅读时，我还
能听到竹海里稻田中吹来清香的
风。一张我阅读过的纸，它的前
世，就是一片竹海里的竹，一片稻
田的稻草。

碎 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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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引
燃”暑期院线观影热潮，不仅口碑票房双赢、屡创
国漫纪录，更打破了多年来许多人对国产动漫的

“成见”：动画类型，绝不是只做给小孩子看的幼稚
故事，而动画电影，也可以既好看又赚钱。影片故
事脱胎于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将时代精神与文
化基因注入富有中国风的炫目视效，成就了一部
属于国人自己的英雄传奇，“封神宇宙”由此开启
国漫新章。一部优秀的作品中，无论任何年龄段
的人，都能从中体悟到呼应自身人生经验的感动，
片中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热血逆袭，在引爆
了观众笑点和泪点的同时，更引发了许多现实共
鸣与思考回味……故事中关于成长、情感和命运
的寓言，似乎在解答关于什么是英雄、如何成为自
己的英雄的奥秘。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
休想搬动。”申公豹告诫敖丙的箴言，也是他一生
无法跨越的痛楚与心结。同生为妖族后裔、为神
人所共斥，他自认最为努力却遭受不公与偏见，便
扭曲了内心，选择了用阴谋诡计表面“顺从”成见、
暗中“破坏”规则。他不惜伤害、牺牲和利用他人，
来“争取”他心中所谓的公道，因一己私欲遁入魔
道，反而坐实了成见者的“欲加之罪”。

然而，申公豹便是“恶”么？当哪吒降世时，一
向憨态的太乙真人第一反应却是“痛下杀手”；当
察觉敖丙龙族的身份，慈爱威严的李靖直接对这
位“救命恩人”翻脸不认……实际上，故事里没有
绝对的反派，正如人性的“善、恶、混沌”从来难
解。当你因哪吒被“成见”伤害而痛惜，为他历经
成长、逆转偏见而喝彩，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许多
人未曾抵达或不敢尝试的路：与其摧毁成见，不如
直面自我、成长成熟，做最好的自己。不刻意去证
明，旁人或许都看在眼里，摧毁他人眼中的“刺”，
不如翻越内心的“山”。

当你逃避压力、自怨自艾，只会愈加敏感弱
小，“成见”阴影便与日俱增；当你努力成长、与人
为善，只会更加自信强大，“成见”自然被轻松跨
越。成长，就是超越那些曾经无法克服的事，理解
世间复杂的真相，不再因外物绑架情绪，从而成为
更好的自己。能做到这些，便已然非凡。

在经典的传说故事中，闯下弥天大祸的哪吒，
为了拯救双亲与百姓，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只剩
一缕残魄。其中蕴含的亲情与牺牲令无数中国人
泪目。而新版的故事中，李靖、殷夫人颇具现代父
母的特质和哪吒天性叛逆的设定，更符合当代亲
子关系的痛点。关于哪吒、敖丙友情的颠覆式刻
画，使作品呈现出更深层次的波澜余韵。

哪吒和敖丙，这对原本简单善恶对立的“冤
家”，在新故事中因为“魔灵双丸”被申公豹对调，
二人既发生了命运倒置的因果冲突，也历经了成
为彼此唯一的朋友后，为各自立场从矛盾激化、到
共同对抗命运不公的人物成长。龙族告诉敖丙残
酷的真相让他无奈背负、遁入魔道，万龙甲是凝聚
着全族命运与期待的“最强守护”，更是无比沉重
的“心之锁”，生生压垮了本心善良的他，险些令其
铸成大错。而哪吒的父母，则选择隐瞒真相、暗自
背负残酷的命运，李靖用最深沉的爱，化作了那道
置换性命的“平安符”。殷夫人身着盔甲、吐着鲜
血也要抽时间陪儿子踢毽子的搞笑场景中，汇聚
了多少无言的深情。

“别在意别人的看法，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
了才算。”哪吒将父亲说过的话告诉最好的朋友敖
丙，这是爹教他的道理，再假装玩世不恭、天性顽
劣，可父母的点滴之恩、悉心话语，哪吒都记下了、
做到了。谁不是第一次生而为子女、为父母。傻
或不傻，朋友的亲疏尚可双向选择，可亲子血脉的
这份天缘，任谁也没得更替、却也无需抉择。众生
皆旁人，唯有至亲与挚友，会奉献一切守护在你身
旁，更值得你一生去守护和回馈。懂得为爱而守
护，便拥有了恒久的动力和最强的力量。

哪吒的故事，其实有一个悲剧的内核。从一
开始，哪吒就被设定了三年后的“必死的天劫”，而
整个妖族面对的更是整个天庭的打压。这一切无
解。与他们不同，我们的人生没有天生注定的命
运剧本，没有惊天动地的逆天壮举，但也必将归于
有限生命的尽头。诚然，想到此处，许多人不免会
悲伤沮丧，纵使现实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即便暂时
缺少更多的机遇可能，但如果屈服，并将一切归咎
于“命运”二字，你就真的输了。

任何虚拟的英雄，都不过是我们内心的“投
射”，召唤着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正义与热血。很多
人一味地期待英雄、渴望帮助，实际上是不敢尝试
改变和突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如果你自己不
顶上去，只会失去更多可能。当天雷轰顶、注定灭
亡的刹那，哪吒仍旧要与天斗到底，敖丙也牺牲一
切愿与他共进退，太乙真人也被二人打动、共抗天
劫。当你顶不住也要顶的时候，千万不要拒绝旁
人善意的帮助，更不要迷信英雄主义。愚蠢的牺
牲不是伟大，而怯懦的逃避最为不堪。命运的真
相，就是你的命只能由你自己定义。归根结底，人
——要做自己的英雄。

更多时候，大多数人都是陈塘关的百姓，没有
超凡的成就、过着平凡的日子，许多时候心怀“成
见”却不自知，想改变命运又无从下手。愿所有人
不为偏见所惧所害，更不要成为施加偏见之人，能
在成长中守护所爱、掌握命运，成为自己的英雄。

成为自己的英雄

□ 覃皓珺

任何虚拟的英雄，都不过是

我们内心的“投射”。

旅游摄影的重要项目是拍摄
日出。各地日出的美丽各有不
同，北戴河的“红日浴海”也称“浴
日红”，描述的是日出时，天边的
太阳和海里的太阳紧紧粘在一
起，直到太阳跳离海面后才分开，
十分壮美，这是北戴河旅游摄影
不可或缺的项目之一。

如果观日出是目标的话，那
么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目标如何
实现呢？

目标对组织、对个人具有明
显的方向、引领作用，可以让人们
更专注，提供给人们坚持下去的
方向和理由，要求人们集中精力
和资源。以往人们认为目标一定
要满足具体的、可测量的、可达到
的、相关的、有时间要求的等条
件。笔者认为，这个原则实际上
隐含了目标与资源的匹配和组织
及个体能力的匹配。北戴河旅游
摄影拍摄“红日浴海”重要的资源
约束就是天气。这个原则只是制
定目标过程中的具体要求。但实
际上，制定目标要考虑动机、是否
应该、内部能力与资源四个要素

的结合。
固执与坚持有什么区别？所

谓固执，指的是喜欢做那些不该
做的却特别能“战斗”，以及不考
虑自身能力、外部资源约束的情
况。而坚持不懈，指的是喜欢做
与应该做、内部能力与资源约束
的结合，至少后三者的要求应该
得到满足。尽管做的过程中会遇
到很多难题，但不会轻易放弃。

能不能拍到“红日浴海”，需
要身心和物质方面做好充分的准
备，提前做足功课，也需要早起，
及时赶到拍摄地点。同时，目标
的实现需要老天爷眷顾，如果天
气条件不配合，自己再怎么努力、
再有能力、再怎么坚持也是徒劳
的。这就是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
到了不可抗力，资源约束真正起
作用了。此时是不是需要调整？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环境不
可控，且影响目标实现的因素千
变万化。此时，如果不能适应，不
会变通，非要不达目的不罢休，还
真就可能撞了南墙也实现不了
目标。

当然，调整后的目标应该与
原先的保持同一水平，只是侧重
点可能不同，但不应该比原先目
标的吸引力、重要性低，不是退而
求其次。比如，拍摄“红日浴海”
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它的上一
级目标不就是来北戴河休假要欣
赏并记录美景？滩涂里海水中

“白鹭沐阳”不是一样可以达到这
个效果？它的美丽固然可能没有

“红日浴海”视觉上那么震撼，但
却表现出另一种特质的美丽。

调整目标时也应该深入思
考，如何把喜欢做与应该做、资源
约束进行有机结合？

调整目标还要强调创造性适
应。调整目标，不能只是被动适
应，资源具备后又简单回归到原
先的目标。而是要为自己和组织
开一扇新窗户，发现新的机会，开
拓出一片新领域。拍摄“红日浴
海”未能如愿，却开发出拍摄“白
鹭沐阳”的新景色和新机会。即
使将来具备了拍摄“红日浴海”的
天气条件，仍然可以同时保留拍
摄“白鹭沐阳”的新机会、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