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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变成一个

文化类节目在互联网上异军突起

没有李尔王的《李尔王》

刺痛人心最难

照样可以很李尔王

◎

当互联网成为一种普遍的反抗“文化
霸权”的手段，文化类节目在互联网上的发
展也在试图建立一整套新的描述世界的话
语：这种方式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
“戏谑”的，只要是更为个性和自由的表达，
都能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寻找到有力的文
化抵抗武器——在这个反传统的时代里，
我们还需要一些力量来重建新的传统；在
这个崇尚“有用”的时代里，我们也需要一
些力量来做点
“无用”
之事。

◎

张远

不感冒，这样的节目品类大概也与年轻群
体主导下的网络市场规律相背。但如同梁
文道发出的质询，
“谁说年轻人就很肤浅？
”
即便是被视作“垮”在互联网里的年轻人，
也会因为一个共同的标签
“文艺”
聚合到一
起。值得高兴的是，这些节目当前的相关
数据显示，年轻受众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
“严肃文化”的逆生长，也许就能搭建
起这样一种
“慢”
的新传统。
当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跟四大
名著一起成为通识教育的必读书目，
“把我
们自己给娱乐死”的时代性预言似乎真的
一语成谶了。
“消费”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
位，
“合理”不再是维系社会文化的基本标
准，一切意义的生产似乎都消解了它原本
的清纯模样：浸淫在互联网里的一代，跟
“严肃”慢慢绝缘，习惯于在嬉笑怒骂之间
玩世不恭地跟整个世界开起玩笑。
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的崛起似乎是
有原罪的：它令人不再感受到“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
的亲切景致，
取而代之的是不断
复杂化的虚拟关系带来的冷漠与疏离。对
神秘的祛魅和对世俗的加冕，使得社会一
再
“动荡”
——至少是在文化层面的。互联
网成为一种“体温”媒介，伴随式的接触带
来天然的紧张感，这种“紧张”反复冲刷着
原本从容绵软的“人情味”——在午后、在
日暮，
一架收音机、
一台电视机……大概都
成了过去时。无疑，互联网的存在使人们
的生活不再具有固定的场景性，接受文化
的过程亦不再具有盛大的仪式感。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能够看到互联
网的自净属性，大量文化类节目之于互联
网平台的盎然生机，其实就在一定程度上
纾解了上述
“问题”
。正如
“看理想”
系列节
目在跟人们谈读书、
谈艺术的同时，
也在跟
人们聊生活、
聊理想，
如同陈丹青曾谈到的
一个穷困潦倒且无人问津的画家的故事，
“只要他不死掉，
他就会继续做他要做的事
情。
”
虽然，
相比综艺的覆盖面而言，
这类文
化节目的观众恐怕仍是“小众”的，但垂直
化的优质内容所能释放出的长尾效应依然
相当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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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丢书﹄终不免笑话一场

音乐人张亚东和作曲家刘索拉，同时，
“大
咖”
也没有那么多
“辈分”
的桎梏，
如同互联
网赋权人们的平等性那样，多视角平视这
一场场讨论便是《圆桌派》的互联网特性。
四个人、
一壶茶、
一炷香和一个社会热点话
题构成了全部，
类似于传统谈话节目，
却远
不止于此。纵观既有节目，
“郭曹骂战”
“马
蓉出轨”
“张靓颖家庭之争”
等选题，
是社会
矛盾的具体截面，也是对这一系列事件背
后蕴藏的社会运行逻辑进行的更本质的探
寻。从这一点看来，
《圆桌派》更像一堂具
有禅意的处世哲学之课。令我印象深刻的
一集在谈论“匠人精神”
，一部纪录片《寿司
之神》引出这一话题，窦文涛跟艺术家徐
累、作家曹星原和 A 站 CEO 刘炎焱围坐
一桌，在嬉笑言谈之中拆解出了工业化时
代中匠人精神的存续之道——之于我看
来，这恰恰是最具互联网基因的一种呈现，
因其探究的本质便是在这一独特时代语境
下的文化再现。
与此同时，另一档文化自制节目也在
以一己之力探寻着我们所处世界的文化边
界。许知远，
这位当代公共知识分子，
过去
用手中之笔来阐释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
索，凝结在诸如《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等书
中的忧患意识显露着他对生活真实的另一
种感悟。而正经历的社会文化嬗变，也令
他 走 出 笔 墨 世 界 ，开 始“ 做 一 些 新 的 事
情”
。去年，
他用音频节目《单读》在空中和
人们一起阅读这个时代；
今年，
他开启了自
己的第一次直播：放一首歌，点一根烟，在
原生态的记录中讲述一个
“享乐主义者”
如
何认识这个世界。
随后，一档名为《十三邀》的节目出现
在人们的视野中。许知远在这档节目中寻
找了十三位具有“模板”作用的个人，请求
观察他们的行为和分享他们的个人体验。
正在发生的样本“无剪辑”碰撞呈现，而他
在寻找的中国发展切片也在一场场真实的
思考交换中更为具体地得到观照。许知远
说：
“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试图捕捉
时代的精神，却又常常厌恶时代的流行情
绪……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浅薄的时代
心怀不满，
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
我
也想了解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
新的动力、
新的情绪，
与人们的内心世界，
我会带着我
的偏见出发，
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
或被再
次印证。”正是这一份冷眼旁观式的“偏
见”
，
在这个喧哗与躁动的互联网时代中更
显可贵：跟罗振宇、姚晨、
“二次元”社群和
冯小刚的对谈，
都在试图告诉人们，
没有什
么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看待世界的目光也
会时移世易。我想起他与冯小刚谈
“装”
的
段落，从“装”到“别装”，再到如今的“装”，
被时代的脚步“拖”着往前走的我们，在踉
跄之余能够留存一丝“偏见”，本身就是一
种进步。
无论是“看理想”抑或《十三邀》，它们
显露出的
“严肃文化”
气质在多数人看来更
专属于“精英人士”，年轻一代似乎对此并

时代寓言常有

何天平

电视在过去维系的是“客厅文化”，如
今电视都得靠
“碎片时间”
来存续。但与此
同时，正当精英主义们不断诘问互联网带
来的大众化“迷思”时，互联网正用自身的
某种蜕变来“洗白”自己的原罪，这又是令
人感到庆幸的——这种转变也许小得不足
为道，
但却值得认真审视一番。
文化类节目在互联网上的异军突起，
似乎便印证了这样一种
“好”
。本是被屡屡
诟病的世俗化“贴近”，反而构成一种嗅见
时代气息的敏感度——
“说”什么和怎么
“说”，获得了更鲜活的生命力。可以这么
理解，
跟
“说话”
有关的网络自制节目，
相比
传统的内容生产，都在试图跳出框框架架
的繁复约束，
野蛮生长起来。
网络自制的“井喷”不过是这两年的
事。主流视频网站从最初无序的大综艺发
展，直到今天的类型节目深耕，一方面是为
顺应主流市场的主流需求，另一方面则是
逐渐认识到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差
异才是至关重要的软实力。这就构成一个
有意思的现象：
“短、平、快”似乎不再是互
联网追逐的终极意义，如何“慢”下来反倒
成为大家颇为关切的一个现实议题。看起
来本是与互联网绝缘的文化类节目，便成
了其中很是抢眼的一股势力，不断逆生长
起来。如《罗辑思维》
《晓说》等早已家喻户
晓的现象级节目，
不仅对
“互联网上没人好
好说话”
的既有论调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更
对
“严肃文化”
进行了一次亲民的解构。事
实上，
这种源自互联网语境中独特的
“说话
之道”
，
或许恰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互联网
基因如何影响甚至变革社会观念。
去年，一个原生于视频网站的文化品
牌悄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看理想”的
题眼以一种颇具乌托邦色彩的审美想象，
为人们在互联网中营造出一重浪漫的文化
空间。这一档新文化节目代表，表现出一
股执拗的力量：
三个人到中年的儒雅男子，
分别认真地跟人谈论起有关文学、艺术和
音乐的那些事，
“触摸时代”
的厚重议题，
为
浮躁的虚拟生存提供了强烈的人文关切。
虽然只是零星的实践，养成这一代受众的
“严肃性”也绝非短期能够实现，但这一份
从容，
却具有了更深邃的意义。
今年，
“看理想”
又回来了，
并且野心更
大。除了延续第一季中的三档品牌节目，
“看理想”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窦文涛的
《圆桌派》和讲述古典音乐的《呼吸》，
都进一
步扩容了
“严肃文化”
的讨论范畴，
将这一系
列的节目扭合成一股更为强烈而自洽的文
化势力，
供人们进入并讨论。秉承着
“严肃
地谈论严肃文化”这一理念，本季的“看理
想”
虽尚未形成爆发式的互联网传播，
但这
难得的诗情画意倒也很是眼前一亮。
“《尚书》并不遥远，地铁就是《荒原》；
只有晚上，只在街头；读不完的人类经典，
说不完的文明故事”，打开梁文道的《一千
零一夜》，
就会被扑面而来的书卷气和文艺
感包围。上季里，他穿梭在午夜的大街小
巷，头戴一顶绅士帽，身着一身黑衣，向人
们娓娓道来那些散落在历史里的“星星之
火”；这一季，他似乎更倾注脚下的社会土
壤，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到费孝通
的《乡土中国》，
大量社会学、
人类学与政治
经济学的中西方经典书籍囊括其中，艰涩
的学术话语在梁文道的阐释中很是通达晓
畅，一本书的多个面向也一并带了出来。
对以往文化类节目的超越也表现在陈丹青
节目的升级之上。之前的《局部》主要谈论
绘画的历史，这次的番外篇《号外》则借助
木心美术馆这一微观载体，将目光延伸到
更宽阔的艺术人文视野。陈丹青在节目伊
始提道，
“ 现在我是这个年纪，我看着 80
后、
90 后在读木心的书，
我不知道这里面会
不会走出几个人来，哪怕只是一个人——
他会变成一个像这样更有意思的人。
”
这段
轻描淡写的话，比起他之后的讲述更令我
印象深刻，或许这是陈丹青做这档节目的
意图，又或许这是所有艺术形式所能承载
的巨大能量——它会令人变得更好，至少
会令人跳出众多低级趣味之外觅得生命的
意义。能够看到的是，如何更有“营养”地
说话，是梁文道和陈丹青在上一季节目之
后更多思索的命题，
这投射在节目文本上，
也形成了更丰富的形态变化。
新的两档节目则更为颠覆原有“娱乐
大众”的网综主流，聚焦垂直文化领域：一
档是来自一位作家爸爸和钢琴家女儿的跨
国亲子对话，
《呼吸》里谈论的古典音乐，
不
同于这种看似疏离大众的艺术门类本身，
在这档节目里，古典音乐就如同呼吸一样
自如而清新；另一档则是窦文涛主导下的
《圆桌派》，每期邀请三位不同领域的人来
剖解一个具有当下性的议题，如“鲍勃·迪
伦获诺贝尔奖”一集中，请到了作家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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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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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的封闭传播机制让“刷屏”这种自我强
化、自滚雪球的现象层出不穷，再加上全民微信对
于“爆款文章”的迷信，对于“10 万＋”的“探奇”，导
致围绕“刷屏文”的讨论反过来让刷屏现象愈演愈
烈。
每隔几日，朋友圈便会掀起一阵刷屏风潮，一
场全民讨论，只有在这时，平日里仿佛吉光片羽杂
沓堆叠的朋友圈，才短暂地有了共同的交集，有了
众口一词的舆论场。然而朋友圈可怕的一面也由
此显现，我之所以关闭朋友圈，就是不愿意看到这
样周期性的集体高潮——还是背后有推手的高
潮。
近日按下朋友圈“集体转发”按钮的是成功制
造过“逃离北上广”的新世相。当此前《女神赫敏
在地铁里丢了本书，结果整个伦敦读疯了》在朋友
圈疯转时，
大家都在猜测何时会出现中国版。
而新世相用一场声势浩大、明星联动、北上广
齐动员、10000 份免费工具包的方式向大家宣布：
在发动文艺青年这方面，无人可以掠美。而且，横
跨出版社、地铁、航空、滴滴的合作方，数十位明星
名流一起发声，说明了新世相运筹已久且组织力
与行动力惊人。环顾文艺圈内，确实再也找不出
第二家。
当然，抢跑“丢书大作战”只是第一步，为了独
占这一行动的中国“版权”，新世相还特别提到“我
们 与 Emma 参 与 的 伦 敦 地 铁 读 书 行 动 负 责 人
Cordelia Oxley 取 得 了 联 系 ，并 获 得 了 她 的 支
持”。这一聪明的举动不禁堵住了那些叫嚣“抄
袭”、
“跟风”者的嘴，而且还给人了一种“获得中国
版授权”的错觉，仿佛自此之后中国其他的类似活
动就变的名不正、
言不顺了。
这种略显“鸡贼”的举动将新世相的野心暴露
无遗：成为中国文艺青年“指定”活动组织者。
“逃
离北上广”这一句文艺青年的矫情叹息被他们包
装成了一场大型的真人秀广告；被康夏搞砸的“康
夏散书”
被他们成功包装成了
“文艺青年阅读包”
。
如今，连国外流行的“地铁丢书”它们也要以
最快的速度打上大大的新世相二维码了。而且，
由于他们的组织更为严密、人脉更为宽广、更善于
制造刷屏效应，所以他们几乎成了这些活动的“垄
断者”，一条驾轻就熟的文艺青年集体活动生产
线。
被掌握了嗨点的文艺青年们也开始默认他们
的这种角色，以至于忘了“地铁丢书”这种人人可
为的活动根本不需要授权，不需要什么可笑的“丢
书工具包”，不需要满足同一天 10000 人集体行动
的虚假快感，不需要跟在明星屁股后面亦步亦
趋。他们忘了自己根本不需要新世相来激励自己
逃离北上广，不需要“新世相图书馆”来告诉自己
该读什么书，不需要跟随新世相的指挥棒来投身
某项集体狂欢，狂欢过后除了自我感动，不会留下
什么。
就像被这次“丢书大作战”如痴如狂的人，不
会关心自己的书命运如何，有几个人读，是被买菜
的大妈捡回家变卖了废纸还是被地铁工作人员没
收。新世相的一句“它也许以失败告终，但我愿意
和你们一起试试看。没认真试过，不能说放弃”，
已经代替他们卸下后顾之忧。
也许，他们不是被新世相煽动性的言辞蛊惑
了双眼，以至于忘了上面这些，而是除了一腔文艺
情怀，而无独立思考能力。只能随着康夏、罗辑思
维、
新世相的旗帜招展而随波逐流。
而书之所以是他们不约而同选择的诱饵，是
因为在纸张的黄昏年代，书籍崇拜的回光返照正
在让它成为情怀的最佳载体，就像遍地开花的书
店正在成为小清新的自拍圣地。
而书籍优越论（包括泛滥成灾的书单崇拜）也
不过是在网络信息泛滥时代的一种逃避方式——
假定书籍的逼格更高，知识含金量更高，假定付费
内容有更多干货。
当然，更多的人把书籍当作了自我价值观的
一种标榜，这也就是“标题党”书名泛滥成灾的原
因。
就像为都市白领提供穿搭“基本款”的优衣
库，
新世相不过是文艺青年的
“基本款”
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