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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维密秀”？国外女性内
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秀
场。何为“儿童维密秀”？幼小模
特们化了浓妆，做了头发，穿着
缀有羽毛、颇为暴露的分体内衣
走 T 台。前段时间，这样的“秀”
在各地居然不少，甚至有媒体评
价这些 3 至 15 岁的小女孩“大
放异彩”、“气质不输大人”。

看到这些还长着圆鼓鼓肚
皮、尚未发育的小女孩，踩着颇
为别扭的高跟鞋，在大人引导下
摆出一些“成熟”姿势，自我感觉
良好，着实令人痛心而费解。

这样的“审美”，究竟是展现
儿童之美，还是迎合某些成人的
低级趣味？这样的秀场，究竟是
冠冕堂皇宣称那般“展现儿童才
艺”，还是商家敛财的手段？事实
上，几乎所有这类“秀”都有商业
炒作背景，如果没有“钱景”，孩
子们还会走上 T 台吗？这些打
着“童模”“才艺”旗号的培训机
构和商家，在博足眼球、赚鼓钱
包的同时，不知是否想过，自己

是否应对这些孩子负责？如果自
家有未成年的女儿，你们愿意把
她如此推上 T 台吗？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不少
家长的迫切愿望，有人把选秀当
成孩子“弯道超车”的捷径，T 台
走秀，一鸣惊人，名利双收，何乐
不为？但是，对这些未成年女孩
来说，活泼可爱也好，天真纯净
也罢，“性感”“诱惑”都绝不应是
这个年龄该有的形容词。这些把
女儿送去秀场的家长，也许被一
时“上电视”“出名”“获奖”所惑，
却不知是否想过，从长远看，这
样的人生经历能给女儿带来什
么？孩子懵懂，所见所得、所作所
为皆深受家长影响。如果在幼年
时，就用行动告诉孩子穿着暴
露、性感诱惑是美，如何期待能
培养出一个健康人格的女性呢？

未成年人是否可以参加此
类走秀？目前，国家尚无明确规
定，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有“引导
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
活动”等较笼统的规定，虽然要

求“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
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
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
动”，但对“打擦边球”的走秀之
类很难参照执行。国家广电总局
早在 2006 年就对电视选秀做出
规定，参赛选手年龄必须在 18
岁以上，举办未成年人参与的赛
事活动必须单项报批。但“儿童
维密秀”并非电视选秀，也难在
禁止之列。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
禁令，道德上没有踏破底线，于
是，“儿童维密秀”就堂而皇之地
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缘，虽然被
质疑为“消费童真”，但商家却心
中窃喜，用某些人的逻辑看，商
业炒作不怕骂，就怕没人理。

2013 年，法国通过决议，禁
止针对 16 岁以下女孩的选美活
动，“不要让我们的女孩从很小
就相信，只有外表才能评判她们
的价值。”2014 年，英国 BBC 儿
童频道执行总编辑哈汀吉表示，
禁止太性感、口红涂太艳的女主
持人出现在自己的频道，以免误
导女孩。流行多年的“芭比娃
娃”，若干年前就曾因“价值导向
不正确”备受诟病，为此，芭比所
属公司不但赶紧推出各种职业
女性娃娃，以强调“女孩无所不
能”，更进一步推出“胖版芭比”，
以符合正常身材比例。我们难道
不应该从中借鉴点什么吗？

其实，少年儿童不是不可以
秀，关键是秀什么、怎么秀。比
如，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诗词大会”，山东台的“国
学小名士”，秀出了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秀出了孩子们“腹有
诗书气自华”，一些“小达人”成
为千万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学习
的榜样，这样的“秀”功莫大焉，
越多越好！ 据《人民日报》

儿童维密秀
消费童真太没底线

12 月 14 日，诗人余光中逝
世，和几乎所有文化名人去世时
必将经受的“命运”一样，朋友圈
中纪念文章、蜡烛、双手合十、签
名、合影层出不穷。微信公号、出
版社、自媒体的积极参与，助推
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狂欢，有网
友将这类刷屏狂潮戏称为“云戴
孝”，悼念与刷屏当然无可厚非，
只是，为什么会这样？

毋庸置疑，技术和互联网，
使得这种“哀悼行为”变成一种
大众化的集体仪式，而不是个人
的感怀。

朋友圈的设计恰恰能让你
看见那些与你亲近或你选择的
人，而如果你不这样做，可能会
引起不快。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
会做出策略性的选择。于是在很
多情况下，朋友圈的点赞和转发
已经变成一种社交礼节，尤其当
工作中的领导、同事、合作伙伴
也在其中，更容易“秒赞”，表示

“我在关注你”或“你对我来说很
重要”，而这时发布的内容本身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将朋友圈“云悼念”名
人的行为视作仪式的一种，而你
想要加入到这场仪式中去，就必
须遵从其中的秩序。如果你违背
了这个秩序，就被视为秩序的破
坏者，假如你发反对之辞，就会
变成总体环境的冒犯者。大部分
加入这场仪式的人，为规避被排
斥的“风险”，或本着“逝者为大”
的原则，一般会选择成为秩序的
顺从者，只表达个人感受或强调
好的一面，不做批判。

余光中逝世，作为一个读过
《乡愁》的人，一个曾被这首诗感
动的人，无论他是否了解余光中
这个人，无论他是否了解台湾的
乡土文学和诗学，都有资格、并
乐于转发、悼念。这个仪式如涨
潮一般开始，吸纳进千千万万的
参与者，又如退潮一样结束，参
与者瞬间回到自己的生活，甚至
心也不必为之所动。

仪式的参与者不需要去了
解仪式中的文化意义，他们只是
用身体去实践，参与到其中就
行。他们更多使用的是自己的肉

体，而不是大脑。当每个人都为
了纪念而纪念，情绪的表达、向
友邻展示自我的意味，甚或超出
纪念本身。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需要
被责备或质疑，因为在这个习惯
于表演的时代，真正的感动太难
了，动心太难了，“倒地痛哭”、

“泪水遍地”的动画表情、“呜呜
呜”和“忧桑”的文字，已经代替
我们完成了感动。 张畅

业内人士经常强调，影视剧
作品要有“时代特征”。“地域文
化”作为呈现时代特征的重要元
素，在今天的影视剧创作中却被
有意无意地忽视，常成为一个死
板的背景，存在于潦草带过的城
市景观中。

地域性创作作为领跑精品
好剧的突出特点，并不是第一次
出现。而即将过去的 2017 年，

《白鹿原》《鸡毛飞上天》《情满四
合院》等作品一一亮相并获好
评，再一次证明了：地域性既能
带给电视剧题材上的归属感，同
时也赋予了作品在电视剧“海
洋”中的辨识度。然而，在地域创
作已经经历过一个轮回后的今
天，仅仅贴上地域的标签自说自
话是站不住脚的。

《那年花开月正圆》以陕西
传奇女商人周莹的一生为轴心，
关照底层普通人的命运，然而剧
情越往后，“大义秦商”（电视剧
原名）的“商”已经被爱情故事挤
没了，“秦（指陕西）”的独特文化
更是难寻。原本前半部分，还通
过陕西风味的各种食物——— 周
莹喜爱的甑糕、集市上的羊肉泡
馍、凉皮等细节体现西北风味。
但到头来，硬生生把一部好剧做
成了“三个男人的爱成就一个玛
丽苏女主”的套路，不但浪费了
厚重的题材，也减轻了地域文化
和人文精神应有的分量。

怎样区别是真正的地域“文
化”还是贴一个地域标签？地域
性创作绝不是凭借方言、景观、
服饰等地方表征的打包展示，或
者挖掘一些地域故事，就能够称
其为“地域化”。真正突出地域差
异，强化地域真实的，恰恰是站
在当下的历史节点回望。

罗予岐

90 后的自黑叛逆
窦靖童最能代表

影视剧不要单纯
晒地域特征

这两天，网络上流传一则窦
靖童剃发的视频，前一秒还是在
头上把粉红、浅绿、奶奶灰玩了
个遍的花样少女，后一秒就来了
个比板寸还彻底的光头，再加上
操家伙的某某活佛，第一次，网
友不再操心窦靖童这位“女明
星”什么时候出嫁，而是，莫非她
出家了？

事实上，从一出道开始，窦
靖童屡屡强调，“我不反叛”，虽
然会把表弟的丑照用作专辑封
面，会毫不在意地秀出身上各处
的纹身，但作为音乐人，她态度
严谨，家族基因加上自由发挥，
每次都能交上令人满意的答卷，
从发新歌，到唱现场，总是圈粉
万千少女。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两面
派”特质，就像是 90 后群体，前
脚刚在朋友圈发了把自己形容
的垂垂老矣的自黑文，并不妨碍
他们在现实中，马照跑舞照跳，
认真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90 后
刚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繁杂
的工作纷至沓来，既然无法喘
息，不如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就像是窦靖童为
什么要剃头？只是想改善发质。
为什么要纹身？只是因为好看。
喜欢，没那么多理由。这或许是
90 后依然年轻的一个标志吧，他
们比谁都知道，人生刚刚开始，
怎么可以老呢？ 一把青

孙红雷当爹
女儿眼睛随谁呢？

最近在综艺节目中大火
的男演员孙红雷，近日升级
为奶爸：“今天，我的宝贝女
儿出生了。母女平安。第一时
间跟大家分享。感谢所有人，
心存感激。”并配上了好几个
开心和双喜的表情图。可见
初为人父的孙红雷已经掩饰
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了。粉
丝除了在第一时间送上祝
福，也对雷雷女儿的长相表
示了“担忧”。
@秋葵嫣然：无情未必真豪
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我选半藏：小公主会不会遗
传雷雷的小眼睛。
@演员赵立新：当父亲了，这
活儿可不轻省，不懂的要不
耻下问。

鞋被狗撕烂
李宇春求助网友

近日，李宇春通过微博
曝出鞋被小狗撕烂的照片，
并配文称：“如图，活动前一
小时，一双鞋被咬烂了！求
解？”。此微博曝光后，网友纷
纷围观并留言“献策献计”。
@今年没有演唱会：请搜索：
狗肉如何做更好吃。
@瓜尔佳宇涵：就这么穿吧，
反正我们离得远看不清。
@丸子是草莓味哒：狗狗：我
发誓我不是故意的，是鞋子
先动的手！

黎明教育粉丝：
呆呆的才最幸福

黎明一向有金句王之
称，近日在澳门开演唱会特
设问答环节，黎明舞台上又
曝金句哄歌迷：“我永远都活
在你们的永远里面。”歌迷称
赞偶像很帅，黎明却教育对
方：“帅是没用的，很多人都
比我帅，但我的座右铭是不
要做最蠢，懵懵（呆呆）的才
最幸福。”
@爱吃虾滑的仙女：我妈妈
说她年轻时就觉得四大天王
中黎明最帅！
@以安 Yan ：吴彦祖因为自
己的颜值都烦死了，我也因
为自己的颜值烦死了。
@夏盈风：帅了几十年，现在
不想帅了。

你你和和余余光光中中很很熟熟？？

““云云戴戴孝孝””下下人人人人都都是是演演员员

余余光光中中

““儿儿童童维维密密秀秀””遭遭质质疑疑

孙孙红红雷雷

李李宇宇春春的的鞋鞋被被狗狗撕撕烂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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