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防老化把整张脸罩起来
网上防辐射面罩热销，网友称发现新世界

共享雨伞也来了

网友怎么看

继共享单车、共享充电
宝、共享篮球之后，共享雨伞
也来了！在广州一些地铁站
的闸口附近，出现了“扫码借
伞”的设备。用户只需用手机
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方便地
借伞、还伞。每把雨伞押金20
元，15天内免费试用，试用期
过后每超过12小时收费1元。

网友点评：
@magic润仔：以后大

家都不用买东西了，什么都
能共享！

@Happy小江：来北京3
个月好像就下了3次雨，还
都是毛毛雨，一会儿就不下
了……这个伞在北京不好
推广吧。

@山下仲树：现在便道
上摆满了共享单车，以后会
不会到处都是共享雨伞？想
想就很壮观。

@ZHJ萝卜：借伞机最
好放在室内。否则设想一
下，下雨的时候要用伞，然
后冒着雨冲上大街，淋个透
心凉，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
扫码，借完伞手机就进水
了……

年轻的时候，我总希望自
己是安静但特别的一个，而且
会有一个温柔可人、善解人意
的姑娘懂得自己；现在，我更
希望自己是当众演说不紧张，
面对陌生姑娘能有100种搭讪
方法的一个，因为那样才会被
老板注意，才会有机会争取到
姑娘的留意。

是我变了吗？或者，这是
每个人成长都要经历的蜕变？

我相信在听到丝芭传媒
以50亿元估值完成C轮融资，
网易云音乐一出手就拿到7 . 5
亿元A轮投资，估值超80亿元

时，很多人都在担心过去单纯
美好的日子结束了。

不关注二次元的人，很少
知道SNH48、c o l o r g i r l s、7
senses等名字。这些以青春无
敌美少女组团拉粉丝为商业
模式的演艺组合，就是丝芭传
媒最大的资本：模仿日本的少
女组合AKB48，旗下小姐姐超
过300人，流水线般生产着草
根偶像。

所谓小姐姐，在出道之
初，和屏幕另一端关注她们的
宅男一样默默无闻，只有不断
磨炼技艺，积攒人气，才有可
能成为一线明星。而作为从一
开始就关注她们，不断为她们
加油打气提供奖赏的死宅，则
完成了一次心理层面的偶像
养成，亲手捧红了一个明星。

至于我们更熟悉的网易
云音乐，其特质也和丝芭传媒
有异曲同工之妙，利用评论、
歌单这些非常个性化、社交化
的方式，云村的村民们捧出了
赵雷、陈粒、宋冬野这样个性
十足、受人关注的特色歌手，
你的歌单够不够个性，你有没
有在某首歌曲下留言，都成了
文青们划分界线的标准。

当然，说了这么多，无非
是要说，这样又励志又文艺的
日子就要到头了。拿了投资人
的钱，丝芭传媒便要告别当初
日式二次元风格素人纯情少
女，又暖又萌、昂扬向上的路
线，直接转向韩国练习生式的
性感热辣，热舞劲歌，与主流
综艺娱乐路线毫无二致。

当年宅男们花钱众筹小
姐姐们出专辑，办演出，甚至专
程买票前往现场，只为花几百
元与小姐姐握10秒钟的手，不
是为了与小姐姐谈恋爱，更多
是单纯的自我映射，情感投射。

至于网易云音乐，挖掘小
众歌手，呵护用户情绪的文艺
氛围恐怕也要先放在一边，花
重金补充版权，然后更多售卖
热门单曲。而当年，那么多乐
迷乐此不疲地制作歌单，所求
的也不是什么物质奖励，只是
单纯地希望遇到“知音”。

想想也很有意思，每个人
都有朦胧懵懂的青春时代，想
要一个偶像作为榜样，想要一
个知音一路同行，所以，当年
的年轻人聊QQ找网友，混论
坛争版主。然后，在父母的呵
斥、学业的压力、工作的负担
中逐渐变得现实、冷漠。

现在，不用劳动家长、老
师了，商业资本的介入，顺手
完成了用户教育，在财务考量
面前，情感再大也抵不过银行
余额。或者换一个方式说，青
春总要成长，文青死宅总要穿
上西装打好领带，出门找份工
作。

“科普类”歌词
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遨游

□阿拉丁

评论区成
网络科普歌词大赛

在网友@杠子的“有哪
些科普类的歌词”的微博下
面，获得最多点赞的评论是
@我可以吸一口你：“猪，你
的鼻子有两个孔”。

点整数排在第二的是@
BiubiuBiubiu列出的动画片
《海尔兄弟》主题曲：“下雨
要打伞，雷欧，天冷穿棉袄，
雷诶欧……”

@小小花和小小果：“北
京西安洛阳开封安阳南京
杭州，睹一睹古都的风采。”
(许嵩的《河山大好》)。

@后身：“七月份的尾巴
你是狮子座，八月份的前奏
你是狮子座。”(曾轶可的《狮
子座》)。

@你要试一下吗：“我闭
上眼睛就是天黑。”这是阿杜
的《天黑》，也太直白了吧！

还有网友说，最科普的
歌词绝对是王力宏的《十二
星座》，到现在背星座都是
这首歌的调啊。

此外被提名的科普类
歌词还有“他大舅他二舅都
是他舅”“爸爸的爸爸叫爷
爷”“1937年，鬼子进了中原”

“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
摇头no”“遥远的东方有一条
江，她的名字叫长江”“伤心
的人别听慢歌”“世上只有
妈妈好”……

歌词囊括
各科考试知识点

脑洞大开的网友们经
过实力挖潜，发现了很多曾
经魔性洗脑的歌词其实包
含着各个学科的知识点，堪
称考试时的救命稻草啊！

@冰萃美式：“一年有三
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
百六十五个祝福，时钟每天
转了一千四百四十圈，我的
心每天都藏着一千四百四
十多个思念”——— 这里面的
歌词全是科普年、小时、分
钟等时间概念的呀！

@魏茜：高中历史课老
师讲到东汉末年，我就接了
一句“分三国烽火连天不
休”，然后老师夸我用烽火
连天这个词用得很好。林俊
杰的《曹操》还让我记住了
西汉、东汉哪个在前面。

@小计医生：“地球公转
一次是一年”，这是刘德华
的《爱你一万年》里的一句，
也是地理课曾讲过的内容。

@若时光倒流的话：你
们听过《武则天秘史》的片
尾曲吗？歌词简直科普了武
则天的一生：“14岁那年我进
了后宫，24岁那年我削发为
尼，30岁那年我失去亲生女

儿，32岁那年我成为大唐皇
后，61岁我失去二儿子流放
了三儿子囚禁了四儿子，66
岁那年我登上女皇大位，82
岁 那 年 我 准 备 一 块 无 字
碑。”如果考有关武则天的
题目，背这首歌就行了。

@陈萌_Kashi：有一次历
史考试，一个试题是“煮酒
论英雄的是谁？”反正我不
会啊，然后想起了《曹操》的
歌词，谁来煮酒？没想到写
了曹操还对了。

@得昂得昂：“古巴比伦
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
在黑色的玄武岩，距今已经
三千七百多年”(周杰伦的《爱
在西元前》)。上海某年高考就
考了这个知识点，问汉谟拉
比法典是什么文字刻的，会
唱这首歌的都答对了吧？

@川绛纡：“无论是西北
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我的歌”。我国冬季西北风，
夏季东南风，中考考地理有
一道题就是这么答对的。

@Sspr_123：感谢周杰伦，
让我学历史的时候背“美索
不达米亚平原”毫无压力。

会唱这些歌，中考、高
考是不是会多考几分？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网
友，看这些评论是全程唱着
看完的。

【热帖】

【微观】

传统戏曲

搭上内容付费快车

网售各式各样的

防辐射面罩

“哈哈哈哈哈，又找到新
世界了，你们听说过防辐射
面罩吗？”

网友@地下天鹅绒发微
博说，在淘宝发现了一块新
天地——— 孕妇防辐射服大家
都熟悉，但用户面更广的防
辐射面罩，居然在淘宝也有
不错的销量。这些防辐射面
罩，光是“买家秀”就已经让
人忍俊不禁了。为了美容，买
家们居然裹上“面具”看电
脑。

你大概不能想象女人为
了美能做出什么来。网友@
地下天鹅绒在微博上发布了
几张从网上搬运过来的防辐
射面罩“买家秀”，表达的情

绪全在配文的“哈哈哈”里
了。

从一张张“买家秀”图片
可以看出，模特全脸都被头
罩罩得严严实实，即便如此，
商家还尽量用心做出造型
来，有的在面罩上加上了花
边，有的贴心地在鼻部单独
开口，仿佛脸上糊了一只章
鱼；有的走“极简风”，但看起
来也不过像浴帽连着面罩，
再加上泛着银光的材质，实
在透着诡异。

“我还以为《西游记》公
布新角色了！”“是你吗，章鱼
哥？”网友们在微博下这样评
论。

网友评论称
智商税总得有人交

虽然面罩的样式是公认

的丑，但架不住爱美的女士
实在太多，带着“银纤维”“防
辐射”“护肤”“透气”这些关
键词，防辐射面罩依旧有不
错的销量，有的月销还超过
200单。

在卖家的说明里，防辐
射面罩适用于长时间工作
生活在电脑频率比较大区
域的人群，比如电脑、复印
机、电子医疗设备、电台、证
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

说明中还大多配有布
料燃烧实验、电磁辐射测
试甚至电阻测试等看着很

“高大上”的科学测试，来
证 明 防 辐 射 面 罩 的 有 效
性，但即便如此，微博网友
们并不领情，还有网友评
论说：“智商税总得有人交
的。”

(三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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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中不仅有“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样的优美意境，也有“一年有
三百六十五个日出”这样的科普常识。近日，微博网友“杠子”的提问“有哪些科
普类的歌词”，引来了3万多条评论。有网友说，看评论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在知
识的海洋里遨游呢。

京剧演员王珮瑜在喜
马拉雅开启内容付费节目

《京剧其实很好玩》，目前已
更新了54期，订阅用户超过
1万人，播放量达到43 . 6万
次。除了京剧之外，相声、评
书等传统曲艺也推出了内
容付费专区，获得不少年轻
人的关注。在业内人士看
来，通过内容付费，传统戏
曲能够扩大传播范围，但现
有的节目数量还不足以形
成规模效应。

有“小孟小冬”之称的
余派京剧演员王珮瑜，于
2016年9月在喜马拉雅FM
上线了付费节目《京剧其实
很好玩》，售价99元，每期节
目通过12-18分钟的讲解，
向消费者传播京剧中既有
趣，又有知识点的内容。而
在喜马拉雅此前开展的

“123知识狂欢节”中，王珮
瑜的节目在戏曲曲艺里排
名第二，打破了郭德纲多年
包揽前三名的成绩。

除了京剧内容，相声等
传统曲艺也成为内容付费的
热点。青曲社上线了7期付费
节目，其中《2016苗阜王声青
曲社相声全国巡演》第一季
节目售价12元，播放量达到
56 . 5万次；而《郭德纲超清经
典相声集》售价19 . 9元，播放
量已经达到277 .7万次。

在业内人士看来，传统
曲艺通常以剧场演出为主，
因而会受到场地与时间的
诸多限制，但是借助内容付
费，传统曲艺的营收渠道被
拓宽。与此同时，互联网电
台不仅有庞大的用户群体
做支撑，更能满足当下不少
年轻人“随时随地”收听的
要求，传统曲艺也增添了新
的传播路径。

死宅终要出门

文青总得长大
□阿三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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