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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在骨头里的功勋章”
  10月21日，山东临沂一位95岁抗战老兵摔倒
后，拍X光片发现颈部有一颗战争时期留下的子
弹。老人女婿王先生称岳父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据回忆，老人是在抗日战争
时期受的伤，身体别的地方也有弹片，没留意到这
颗子弹。由于年事已高，一家人最终决定不取出子
弹。网友纷纷留言：伤疤是一种别样的功勋章，弹
痕是一种特殊的记事。

“老年版《甄嬛传》”
  近日，上海16位退休阿姨为过戏瘾包剧组“翻
拍”微电影《甄嬛传》引发热议。9月27日，成片
视频陆续在多个平台发布，阿姨们身着清宫服饰，
出演《甄嬛传》中“滴血验亲”等名场面。在弹幕
和评论区中，网友对阿姨们的演技津津乐道，感慨
着“阿姨们好幸福”“阿姨们真可爱”。
  总策划彭恺表示，自己的妈妈爱跳民族舞，看
电视时喜欢模仿，退休后，觉得生活无聊，状态欠
佳，她身边也有一群境遇相同的退休老人。为了打
发日子，他们曾结伴外出旅游，但跟团游不大自
在。彭先生有个朋友从事旅游行业，两人合伙注册
公司，推出新的产品——— 带着这些老人到横店旅
游，翻拍他们喜欢的影视剧。这一创意深受老人们
的喜欢。

“这届网红轮到柿子”
  人们对秋天季节限定的期待已经不单局限于桂
花风味，今年柿子也流行起来。在柿子成熟的季
节，商家们推出了多款柿子产品，如柿子流心提拉
米苏、柿柿如意蛋糕、喜柿多多绵绵冰等。
  柿子之所以成流行口味，先决条件是供应
链。作为全球柿子产量第一的国家，中国柿子产
地和品种繁多。拥有橙红色的鲜艳外表，柿子的
高颜值也十分吸引眼球，同时还可做成各种新奇
造型。品牌商利用“柿”与“事”“狮”的谐音
创作有趣的谐音梗营销，将其加入产品名或品牌
宣传语，“好柿成霜”“好柿当头”等近似的柿
子成语谐音梗名称层出不穷。大街小巷卷起柿子
风，网友表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变成了
“秋天的第一口柿子”。

“刮腻子刮成世界冠军”
  法国当地时间10月23日，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
特别赛法国赛区收官。中国代表团斩获2金2铜，其
中浙江选手马宏达获得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金牌，
实现中国队在该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
克”，是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
的职业技能赛事。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是指用涂
料、装饰材料等对房屋建筑进行修建、改善和整
修，考验选手的金属框架建造和石膏板安装技
术，以及隔音、隔热、防火、抹灰装饰线条制作
与安装和艺术创意等技术的运用。“不少人认为
抹灰和隔墙看不出技术含量，但在世界竞赛领
域，操作误差往往不能超过一毫米。”网友：平
凡的岗位，闪光的价值。

“温暖的人也会被温暖以待”
  在威海乳山市白沙滩镇六村屯村，有一家没有
招牌的理发店，小店面积仅有12平方米，老板名叫
阮凤，也是店里唯一的理发师。这家不起眼的理发
店，因为22年来“两元理发”未涨价而远近闻名。
很多顾客坚持在她店里理发已经超过十年，对他们
来说，低价是一个原因，时间久了“顾客”就变成
了“朋友”。阮凤告诉记者：“有一回，我腿摔伤
了，一位大叔听说后从东北给我寄来了药；一位退
伍老兵觉得我收费太少，每次来都非要给我五元理
发钱；有一次，一位老人来我这里剪头发，还特意
给我带了水果来……”在阮凤的理发店，温暖，在
相互关爱中传递。

“除了白噪音还有棕噪音”
  最近几个月，棕色噪音火爆TikTok，这种浑
厚低音频率的声音在TikTok上获得了8600万次的浏
览。在Youtube上，一条长达8小时的棕色噪音视频
获得了近1800万次播放。
  棕色噪音在生活中随处可以找到，比如飞机内
部的嗡嗡声、风扇叶片转动声、流水声以及许多自
然现象。它更强调人耳可以听到的较低声调，由于
缺少高频率，因此跟白噪音相比，棕色噪音听起来
嘶嘶声不太明显。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声音可以帮
助集中精力，甚至可以帮助那些患有神经多样性病
症，例如注意力缺陷多动症（俗称多动症，
ADHD）的人自我调节。网友：刷新我的认知，原
来棕色还可以用来形容声音。

“‘是人’‘斯人’傻傻分不清”
  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近日，有网友
发文《出大事了，我们这个时空的时间线似乎被
人动了！》称，其记忆中早年学的是“故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却发现现在的课本成了“故天
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有媒体从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学语文编辑部获悉，该出版社从1961年收录孟子
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课文以来，历套教材
文章一直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从未有
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过“斯”和
“是”两个字，都表示“这”的意思。网友：这
就是曼德拉效应吧。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望海而生 人间仙境
——— 秋日登名楼（下）

闪光灯下的网红展，还是艺术吗？

  □ 本报记者 王臻儒 田可新

  逛展，拍照，发朋友圈……当代年轻
人在看展这件事上练出了一气呵成、高度
同步的动作。“高大上”的展品，“小而
美”的规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去欣
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到馆看展的目的
正悄然发生变化，不知不觉中，艺术与观
众之间的壁垒也消失了。
  在社交平台搜索艺术展相关词条，除
了贴心的“每周展览速递”，也有值得打
卡的展品推荐，更有一些具体到“逛展穿
搭”“拍摄角度”“拍照姿势”的攻
略……通过展览，人们走近艺术，这是可
喜的。但这一现象，也引人深思——— 闪光
灯下的网红展，还是艺术吗？

网红展“出片”也“出圈”

  在网红展“破圈”前，艺术展更多面
向业内人士和艺术爱好者，很多展览有
“禁止拍照”的警示。那时，拍照打卡还
不是观众的“自选动作”。近几年，不少
展览的形式和风格开始考虑到观众作为主
体的存在，艺术与人的“互动”释放了更
多艺术推广和商业化的可能，给观众提供
更好的观展体验成为了艺术展生存和发展
的全新路径。
  “看展，就是为了拍片。”就职于上
海一家互联网企业的罗贝贝（化名）表
示，“艺术展在装置设计、灯光布置上通
常具有其他景点难以比拟的优势，在这里
打卡省去了自己取景构图的麻烦。发出来
的照片很有艺术范儿，在朋友圈的反响也
很热烈。”因此，她对逛美展产生了极大
的热情，每周都会在票务软件、公众号等
新媒体平台搜索当下最热的展览，去一探
究竟。
  《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 世界插画
大展》策展人张磊表示，艺术展变成“网
红打卡地”是好事，“艺术走向普罗大众

要有足够的拉动要素。设置打卡装置一方
面能够吸引更多观众，另一方面也能让观
众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
  五花八门的“网红艺术展”有着共通
的特点。“网红展往往具有冲击力强的视
觉场景设计、有趣有创意的互动环节、门
槛不高的艺术体验，更重要的是能够拍出
精美的图片和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山
东美术馆副馆长姚允东认为。
  如今，展览场所也不再局限于美术
馆——— 工业遗址、商业广场、餐厅、书
店……特定地点与展览主题气质相合，有
时甚至会迸发出意料之外的火花；观众也
不再是纯粹的艺术界人士，通过互联网渠
道获取信息的非专业人士成为了观展的主
要力量。
  看似是观众对艺术展出形式有了新要
求，其实是大家的审美同样被网红艺术展
塑造。不少观众的积极性被纷至沓来的
“种草帖”调动了起来，而他们参观过后
又会在互联网平台贡献新的“种草帖”；
同样被调动起来的，还有传统展馆的求变
精神。观众和艺术展的“双向奔赴”带动
了行业的繁荣。近年来，山东涌现出了济
南国际双年展等一批优秀的展览策划，这
也让山东艺术馆等凭实力“出圈”的传统
策展场馆再焕生机。

“震撼五秒钟就可以走了”

  “打卡式”观展成为流行后，展览和
观众被推到聚光灯下。有的展区秩序混
乱，专注欣赏的观众和拍照打卡的观众被
迫同走一路，惹得双方不快；也有展品未
得到合理保护，在频繁的“打卡”中被损
坏消磨……有网友坦言：“一些打卡行为
妨碍了正常的观展活动，有时候让其他观
众没有办法感知艺术的美，只能感受到
‘菜市场’似的杂乱。”
  对于打卡带来的纷争，社会各方存在
不同的评价。一些观点认为，大量打卡者
无序涌入艺术馆，拍照之后便不再关注展
品的内容，看展这件事已经慢慢变了味
儿，似乎变得与艺术无关；也有一部分支
持者认为，这种看展方式不过是生活趣味

的一种，在公共文化场所，
每个人都有欣赏的权利，只
不过每个个体赏画、与作品
互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都
应得到尊重。
  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艺
术与观众的距离从没有像今
天这样，被拉得如此之近。
“中国的美术馆事业起步较
晚，大众对美术馆还缺乏深
入的了解和关注，也没有形
成看展的习惯，美术爱好者
还只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群

体，能有更多的观众开始走进美术馆，这
是一个好的开始。”姚允东说。不少普通
人通过新奇的艺术展踏入艺术圣殿，进而
去了解交错纵横的艺术谱系，探寻艺术展
品背后源远流长的历史；而通过全新形式
阐释的艺术理念也从“晦涩”变成“有
趣”——— 通过虚拟现实、光影设计等技术
手段，大家能看懂、听懂艺术品传达的意
象，或是在近距离互动中感受到创作者的
理念。
  同时，网红艺术展在互联网时代发挥
了强大的艺术推广作用，让更多人开始对
艺术产生兴趣，也在推动传统艺术馆创新
升级。“网红展给美术馆带来了新的冲击
和启示，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新时代观
众的审美需求和信息获得方式，从而更有
针对性地开发满足观众需求的展览项目，
并在宣传推广工作中充分发挥和调动观众
的自发传播。”姚允东介绍，山东美术馆
举办的首届济南国际双年展吸引了60余万
观众参观，产生了《超然楼》等网红作
品，宣传主阵地也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了微
信、小红书、抖音等自媒体，观众自发式
传播的短视频能获得2000多万点击量，“这
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观众群体会越来越
成熟，随着观展经验的增加，他们就不再
沉迷于简单的拍照打卡，对艺术审美的内
在需求也会不断提升。”
  张磊分享了自己的逛展经历：“一些
视觉沉浸展乍一看的确让人感到震撼，但
震撼了五秒钟后，其实就可以走了。”
  “一些展览能够打动心灵、带来好的
观展体验，主要靠的是策展人的真诚态度
和展品理念的通俗化阐释；而一些‘挂羊
头卖狗肉’的艺术展往往形式大于内容，
利用镭射、气球、纯色背景等元素来制造
一些‘不知所云’的视觉展。”罗贝贝
表示。
  艺术展收获不同角度的评价，并不出
人意料，但是，互联网在给予网民信息获
取便利的同时，也无形中制造了信息不对
称的现象，给了一些投机者利用虚假宣传
吸引观众的空隙。翻看大多数“踩雷”的
艺术展，场馆内通常只是给观众提供一个
拍照的“背景板”，虽然打着艺术的噱
头，实质上更像纯粹的娱乐消费场所，而
花费几十上百块门票进场的观众想要的显
然不只是形式。至于内容上的好恶，见仁
见智，反而不是制约当代网红展发展的最
大障碍。

做好“网红”不容易

  在网红展满足受众艺术需求的同时，也
有人忧虑“网红化”会对艺术创作带来冲
击。目前看来，主流艺术家们仍在以各自
的方式和步调进行创作。相对而言，“网
红化”交给了策展人更为艰巨的任务，如

何为艺术家和观众搭好桥梁，才是艺术领
域最新的挑战。
  成为“网红”正在变得越来越简单。
在打卡艺术展成为流行趋势后的这几年，
市场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不同主题、不同形
式的网红艺术展。能够让观众消磨时间、
探索新鲜，再加上巧妙的宣传和有趣的场
景，一个展览便可达到其受众心中的“及
格线”。但并不是每一个展览都能做到入
脑、入心，而这才是从及格到优秀的距
离，也是每一位策展人必须面对的挑战。
  “坚守”是面对这一挑战最优的回
答。“作为公立美术馆，我们对这股流行
热潮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态度，借鉴其中的
有益经验，但绝不降低自身的学术要
求。”姚允东表示，“不同展览机构在市
场和学术上应该有所侧重，从而满足不同
人群的细分需求。”
  对于大部分商业艺术展而言，明确内
心“为什么要做艺术展”的问题，策展人
才能更好地找到方向。其中，最内核的驱
动力仍是艺术观念的传递。在罗贝贝看
来，“一个好的展出是可以让人理解的，
而质量不高的展出往往会营造一种‘我很
厉害’的氛围。”她所说的那些展出显然
是忽略了艺术展“走出去”的初心与本
意，把自己打造成高不可攀的样子，看似
是提高了整体的格调，其实在观众看来，
整个展馆“空无一物”。
  张磊表示：“好的展览要了解市场，
也要考虑怎样衔接好故事、运用好不同的
表达方式。”在敲定展出场地、展览风格
时，他也会尽可能地考虑与亲子主题相合
的选择，把展览开到观众更容易到达的地
方去，开到观众心里去。姚允东同样认
为，“一件作品爆红，根本还是在于其本
身的艺术性让观众产生共情，而不仅仅是
依靠单纯的对观众的猎奇心理和声光电效
果所带来的感官刺激。”
  回应这一挑战，另一个回答是让“商
业化”成为规范艺术展发展的新方式。艺
术正在拥抱商业，这一点无需否认。不管
我们是否愿意，当代艺术的商业化已经成
为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从目前网红艺
术展的发展程度来看，商业化被赋予了更
多可能性。罗贝贝就曾在艺术集市上购买
了一盏没有实际用途的杯子，当时，她被
艺术家创作的热情和传达的理念打动，选
择了“助力”艺术家的梦想。
  对大部分观众而言，“商业化”意味
着更高的观展期待，这对策展人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有专家指出，网红事物一般生
命周期较短，浮躁的发展长此以往，大众
对形式的新鲜感就会消失，到最后不能形
成忠实的观众群体，所谓的网红艺术也就
走进了发展的死胡同。只为做“网红”而
生的展览，若是不加规范，不加思考，不
加反思，或许只会与艺术渐行渐远。

蓬莱阁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实习生 张梦圆 陆佳慧

  “仰而望之，身企鹏翔；俯而瞰之，足蹑
鳌背。”蓬莱阁，矗立在渤海之滨，丹崖山之
巅。登上蓬莱阁，雄奇的云山雾海风光尽收眼
底，云雾缭绕，烟波浩渺。
  蓬莱阁，始建于北宋嘉祐六年（106 1
年），历代屡加修葺，没有经过重建，至今仍
保持北宋原貌；因“八仙过海”传说和“海市

蜃楼”奇观而闻名，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
阁、湖北黄鹤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
  蓬莱阁是由三清殿、吕祖殿、苏公祠、天
后宫、龙王宫、蓬莱阁主体建筑、弥陀寺等几
组不同的祠庙殿堂、楼阁、亭坊组成的建筑
体。海市、海滋、平流雾并称海上三大自然奇
观，它们曾同时出现于蓬莱阁以北的海面上，
历史罕见、蔚为壮观。
  “蓬莱”最早作为神山之名，于春秋战国
时期便有文字可考，《山海经》中有“蓬莱山
在海中”之句；而在《史记·封禅书》中也有
“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渤
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的
记载。“蓬莱”作为地名则缘起汉武帝刘彻，
唐人杜佑在《通典》中云：“汉武帝于此望海
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汉武帝大抵是同
秦始皇一样，来此访仙山、求仙药，虽访仙未
果，蓬莱城却自此得名。
  秦皇汉武为蓬莱（古称登州）披上求仙问
道的神秘色彩，“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和
“登州海市”的奇特景观则使其闻名遐迩。
  八仙之说由来已久，但其定型并广泛流传
始于明代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传》。相
传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汉钟离、曹国
舅、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八位神仙，在蓬
莱阁醉酒后，各显神通，漂洋过海。“八仙过
海、各显其能”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历朝
历代的文人骚客也多有描绘，蓬莱阁则被冠以

“人间仙境”的美称，使世人心驰神往。
  海市在汉代被称为“蜃气”，最早记载于
《史记》，“海旁蜄（古同‘蜃’）气象楼
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
聚积。”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古登州出现海市
景观颇为频繁，关于“登州海市”的记载，宋
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言：“登州海中，
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
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
‘蛟蜃之气所为’。”
  如果说北宋以前的“蓬莱海市”为神仙之
蓬莱，那么北宋之后则为人世之蓬莱，而这皆
缘于蓬莱阁的兴建。
  唐朝时，当地居民在丹崖山上建龙王宫，
僧人在丹崖南麓建弥陀寺。北宋嘉祐六年
（1061年），郡守朱处约将龙王宫西移，始建
蓬莱阁。朱处约在《蓬莱阁记》中写明了他修
建蓬莱阁的原因，其中“后因名其阁曰蓬莱，
盖志一时之事，意不知神仙之蓬莱也”，直接
表明他的初衷是为了让虚无缥缈的“蓬莱仙
境”成为世人皆可观之、触之之物。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巡抚李戴于其
旁增建了一批建筑，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又进行扩建。历经千年的岁月演变，蓬莱
阁由天后宫、龙王宫、蓬莱阁、吕祖殿、三清
殿、弥陀寺等单体和附属建筑组成，形成了规
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蔚为壮观。有别于滕王
阁、岳阳楼、黄鹤楼三座“望江楼”的是，蓬

莱阁乃是一座“望海楼”，与烟波浩渺的渤海
相辉映，于云雾缭绕之间形成一副“仙阁凌
空”的唯美画卷。
  蓬莱阁自古为文人墨客荟萃之地，他们在
此留下的碑刻匾额琳琅满目。蓬莱阁附近现存
的历代文人雅士观海述景的题刻就有200余
处。在蓬莱阁主阁的阁底正门悬挂的横匾“蓬
莱阁”，是清代书法家铁保的手迹。避风亭内
有刻石25方，其中9方是曾任登州军事首脑袁
可力的《观海市》诗，明朝书法家董其昌为其
所刻。
  “烟云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
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一代
文豪苏轼，早在来蓬莱之前，就对海市心生
向往。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十五日，苏轼
抵达登州任职，二十日又收到了朝廷任命其
为礼部郎中的诏书，虽然正式就职只有五
天，苏轼却深入了解民情，视察海防，向朝
廷呈上《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
水军状》两道奏折，以实绩恩泽登州百姓，
百姓为纪念其功德，集资修建苏公祠，更是
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美
谈。十一月上旬，苏轼启程赴京，在离开之
前有幸得见海市奇观。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
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卧碑亭里
至今仍保存着他的《登州海市》手迹石刻，供
人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