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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展”成为时尚

排队、看展、拍照、带上定位在社交网络账号上发一
组图片，然后收获满满的点赞，圆满地结束一天。许多个
周末，小蔡都是这样度过的。在北京读大学的她，热衷于
打卡各种“网红展”，常常会约上好友，带上单反相机，“有
备而去”地参观一些展览。“这些展览场景设置得都很精
致，拍出来的照片效果特别好！”小蔡说。由于经常发布
参加展览的活动状态，小蔡在社交网络上还收获了一批
粉丝，甚至有人私信请教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更适合看
展、观看完展览需要多长时间等问题。

已经工作的王女士偶尔也会约上好友一起逛“网
红展”，她的朋友圈里还有北京长楹天街一个时间主题
互动大展“逾时不候”的照片。她记得，这个展览共
有 9 个主题房间，有的房间里有一面磁带墙，有的放
有时尚感十足的水晶椅子，还有的用光影打造出梦幻
感。“看这样的展览不需要太多思考，只要沉浸其中，
很适合拍些美丽的照片，分享到朋友圈后还能制造聊
天话题，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娱乐方式，很减压。”王女
士说。

从“棉花糖与白日梦”交互艺术体验展等在北京、
上海等城市成为爆款，到越来越多的品牌利用网红元素
设置供消费者打卡的展览，“网红展”已成为一种潮流
时尚。浏览一些展览的介绍语，可以看到“网红展览”

“人气拍照点”等成为关键词。

“拍照胜地”聚人气

逛“网红展”，拍照上传到社交网络是标配。可能
有人注意到这一变化：以往，人们去博物馆、美术馆等
参观展览，往往会看见诸如“请勿拍照”“请勿录像”

“禁止触摸”等标语；如今，越来越多的展览不仅取消
“禁止拍照”等，更在布展时为人们拍照而精心设置，

这些展览通过参观者上传到社交网络实现了所谓的“口
碑传播”。

与传统的美术馆、博物馆展览更加注重给参观者以
美的启迪和人生思考不同，“网红展”更像是单纯地提
供娱乐场所和消费空间，它采用装置艺术、新媒体艺术
的形式，打造出有美感的空间，给观众以全方位的感官
体验。因此，“网红展”与其说是一场常规意义上的展
览，更像是“拍照胜地”。

这种适合拍照的“网红照展览”，也叫“快闪
展”，在国外早已出现，红遍全球的“冰淇淋博物馆”
便是一例。文艺工作者苏薇认为，“网红展”最大的不
同在于展品，它打破了传统展览以文物为主角、以历
史脉络为策展思路的惯例，某种程度上是消费主义的
产物。

在上海时尚行业工作的小朱逛过不少“网红展”。
她认为一些品牌举办的“快闪展”，为了展示品牌崇尚
年轻、自由的价值观，给参观者设置拍照录像、体验
产品的机会不失为一种好的营销方法。不过，一些展
览缺乏设计理念，“为了拍照而拍照”，流于形式，意
义不大。

助推文化消费热

虽然“网红展”的深层意义遭到质疑，但不可否认
的是，它迎合了年轻一代的娱乐和社交需求，因此受到
热捧。

一方面，展览的外延正在发生变化。“网红展”的参与
门槛较低，又具备很强的互动性和沉浸感，参观者的体验
在提升。某种程度上，“网红展”的走红影响了传统美术
馆、博物馆的运营思维。如今，更多的艺术展览致力于运
用多媒体技术，讲好文物和展品背后的故事。

另一方面，展览的社交属性在增强。许多人认为，
现场看展览有一种仪式感，拍照上传社交网络是向朋友
展示“我在看展览”的身份标签，或是留住“我和朋友

一起看展览”的美好回忆。上海理工大学网络与新媒体
系教师杨柳说，“网红展”更容易与参观者建立共同的
传播语境，参观者体验的过程也是与展示者共同建构传
播意义的过程。

“网红展”常在商业中心举办，除了售票带来的可
观收入之外，还能吸引大量人流，带动文创产品和周
边商业的发展。有人认为，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不断
成熟和细化，“商业的归商业、学术的归学术”将是

“网红展”的发展方向，流量型“网红展”将存在于商
业空间。

更重要的是，“网红展”热体现了文化消费热。苏
薇认为，这说明更多人想要接触艺术，有利于艺术的普
及和教育，可能会让一些人对艺术真正产生兴趣。

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网红展”，你去打卡了吗？
本报记者 叶 子

粉色气球、黄色柠檬、多彩泡沫……如今，越来越多的展览通过搭建缤纷多彩的布

景，营造出丰富的超现实空间。“棉花糖与白日梦”交互艺术体验展、“独角兽与幻乐

园”潮拍体验展、“爱有引力”沉浸式艺术展……人们参观、拍照并上传到社交网络，

打卡这样的“网红展”已成为一种新型社交活动。

参观者在体验梵高星空艺术展上的影像艺术互动装置。
龙 巍摄（人民图片）

学过计算机的人大多都知道Pascal（结构化编程语言） 在
高级语言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作用。这一语言的发明者正是
1984 年图灵奖的获得者——瑞士计算机科学家尼克劳斯·威
茨。威茨的一生，是执著追求技术的一生，无论是求学还是
工作阶段。

威茨在瑞士长大，1958年在苏黎世工学院取得电子工程
学学位。为了更深入地学习，他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取得
硕士学位之后，他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
并获得博士学位。

1968 年，威茨决定回到母校苏黎世工学院任教。然而，
他认为当时可以利用的语言设计很不实用，于是决定设计一
种语言，既适合教学，又能用来构造系统类程序。经过两年
时间，威茨带着 3 个助手为一个大型机设计了 Pascal 的编译
器。他说：“我设计语言是因为实践中的需要，而以前的语言
不能满足这种需要。”

Pascal一经推出，由于其简洁明了、更适合于由微处理器组
成的计算机系统，就广泛流传开来。在C语言问世以前，Pascal
成了最受欢迎的语言之一。它语法严谨，层次分明，程序易写，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第一个结构化的编程语言。

虽然Pascal的成功和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思想带来了巨大影
响，但威茨并没有停止对技术的追求。1979 年，为了弥补
Pascal 的缺点，威茨设计出了适合于构建大型程序的系统
Modula-2 （程序设计语言）。同时，他还继续改进如 Algol

（算法语言） 等的传统计算机语言。
威茨不仅对软件重视，也同样注重硬件设计。他认为：

“只有当硬件和软件紧密结合，才能给用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
案。”此外，威茨还写作了大量有关程序设计、算法和数据结
构的著作，是计算科学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者之一。他的
许多书籍和论文都是经典，《系统编程 （1973）》 和 《算法+
数据结构=程序 （1975）》是程序员培训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之一，至今仍在被使用，帮助了几代学生去理解算法的真正
运作方式。

如今，威茨早已从苏黎世工学院的教授职位退休。虽然
是耄耋之年，但他一直积极地关注计算机领域的发展，并以批
判的视角对其进行反思，继续着他的技术追求之路。

尼克劳斯·威茨：

从未停止对技术的追求
海外网 耿 佩

尼克劳斯·威茨：

从未停止对技术的追求
海外网 耿 佩

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云中漫笔

“微信扫码，自动出纸，
免费提供”……在北京，越来
越多的商场、大学、医院等开
始引进扫码取纸机。所谓“扫
码取纸”，指的是使用者用微
信扫一扫功能扫描厕纸筒上的
二维码，通过关注公众号或授
权微信小程序获取自己的微信
昵称、头像、地区与性别信
息，就可以“免费”取纸。

如今，扫描二维码已是司
空见惯的事情。购物、支付、
交友、出行，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二维码应用渗入老百
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据报道，
中国拥有世界上90%的二维码
个人用户，“扫码”不只是一
种工具，更成为一种时尚的生
活方式。然而，就在人们享受

“黑白方块”带来的便利时，
信息泄露、数据流失等隐患却
一直存在。以“扫码取纸”为
例，运营方用几分钱的厕纸获
得使用者的个人信息和关注行
为，甚至凭借庞大的流量吸引
加盟、赚取加盟费。

扫码授权的模式潜藏着侵
犯个人信息安全的风险，由此
引发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目
前涉及二维码的风险主要有两
类：一是扫描后打开钓鱼网
站，诱导用户填写账号密码，
盗走个人信息和钱财；二是打

开恶意下载网页，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由于制码
技术几乎“零门槛”，加上二维码监管领域的法律
空白，导致很多二维码应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序状
态，更谈不上标准统一、识别统一、监管统一。

黑白方寸之间，蕴含无数信息。未来，兼具
互联网和物联网双重属性的二维码作为物品精确
管理的技术手段和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将会拥
有更加广阔的使用场景。

护航二维码安全，必须多管齐下。首先，政
府主管部门应尽快研究出台二维码产业发展政
策、法律法规及指导意见，将二维码的使用和监
管纳入法治轨道。其次，行业内部要加快推进二
维码注册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的普及应用，建成

“自主、安全、规范、可控”的二维码产业体系，
推进二维码注册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的普及应用。
再次，相关企业在管理上应加强同安全厂商合
作，提升对恶意链接的识别能力，及时发现安全
隐患。最后，消费者应时刻绷紧风险意识这根
弦，特别是面对“扫码中奖”“扫码领红包”等诱
惑，更应保持“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警惕。

高品质受到消费者追捧

日前发布的《2018-2019中国跨境电
商市场研究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显示，2018 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
到 9.1 万亿元，用户规模超 1 亿人，预计
2019年将达到10.8万亿元。

2016 年至 2018 年，中国跨境电商交
易规模持续上涨，从 6.3 万亿元增长到
9.1 万亿元，预计这一增长趋势将继续
保持。在跨境消费行为上，《报告》 中
48%的用户表示，海淘月均花费超过千
元；每周购买一次的中国海淘用户比例

为 19.1%，每月购买一次的海淘用户比
例为 41%。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小耿是跨
境电商平台的忠实用户。“我经常向身边
的朋友们推荐各种跨境电商平台，像网
易考拉、小红书、天猫国际等我都用
过。我现在使用的护肤品、化妆品几乎
都是进口商品。”据小耿介绍，她身边大
部分同学都使用过进口商品。

跨境电商产品好在哪儿？“我更相信
国外品牌的产品成分和品质。”北京市民
小孙表示。数据显示，2018年，30.7%海
淘用户因海外商品质量好而选择海淘。
分析人士认为，产品质量越来越受到海

淘用户重视，用户对高品质的跨境电商
平台需求逐渐增加。

目前，小红书、微博等平台上博主
推荐的进口商品也拉动了消费者购买
力。“如果平台上有购买链接，我购买的
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这些兼具分享与购
物等功能的平台，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
的购买欲。”小耿表示。

此外，“双 11”“双 12”等购物节的
优惠活动也是刺激用户消费的重要原
因。数据显示，超九成用户认为“双
11”活动激发了用户的海淘意愿。专家
表示，“双11”期间，各大平台的优惠促
销活动与新颖的营销互动形式很大程度
上刺激了消费。

政策红利激发购买欲

一直以来，跨境电商存在着维权困
难、捆绑搭售、大数据杀熟等乱象，影
响了用户的购买意愿。

针对这些问题，今年1月，历时5年
的 《电商法》 终于落地。中咨律师事务
所一级合伙人彭亚峰律师表示，《电商
法》 实施后，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买到假
货可向卖家追责，也可以直接向平台追
责。由于平台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平台
为避免假货引起的赔偿责任，势必大大
加强对商家和商品的审核、监管力度。

今年 1 月 1 日起，《关于完善跨境电
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等一
系列新政陆续落地，利好惠及全国 37
个城市，跨境电商行业迎来政策性红
利。例如，一系列新政对进口商品在安
全、税收、物流、售后等各方面作出明
确规定，使相关企业发展有章可循，保
护消费者的权益，有利于推动行业健康
发展。

同时，关税降低、物流效率提高、
售后服务改善、消费体验提升，进一步
促进了进口商品的消费。专家认为，新
政一方面放宽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限

制，促进进口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另
一方面，在规范代购方面明确监管方
向，有利于解决海外代购假货泛滥、售
后维权困难等现象，进一步规范进口跨
境电商市场。

此外，2018 年 11 月举办的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助推了跨境电商的发
展。进博会上，共有 172 个国家、地区
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 多家企业参展，
超过 40 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
购。网易考拉、苏宁易购、京东、阿里
巴巴等电商平台均向全球供应商开出超
级订单。

跨境电商迎来更多机遇

《报告》 显示，用户在海淘时普遍看
重品牌，对惯用品牌的忠诚度较高，因
此与大众惯用的海外品牌有长期合作的
平台将具备一定优势。

此外，海外留学、出境游的兴起为
跨境消费创造了文化环境，为跨境电商
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
的小蔡表示：“我买进口商品的习惯是从
留学时开始的，毕业回国之后一度发愁
买不到合适的进口商品。直到近年来各
大跨境电商平台兴起，才让我买到适合
我的进口商品。”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
势不断加强及中国电商行业迅猛发展，
跨境电商将迎来新机遇，而大型平台的
专业化运营将对行业整体口碑的提高带
来较大帮助，中国跨境电商市场发展前
景广阔。

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全
球消费观念的兴起，用户对高品质跨境
电商的需求不断增加，海淘用户规模也
将持续扩大。伴随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的
实质性利好政策，跨境电商有望进入健
康、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将成为全
球跨境电商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

化妆品服饰很走俏 吸尘器马桶也热销

中国跨境电商正在加速跑
本报记者 徐佩玉

近年来，进口护肤品、化妆品、服饰等成为消费者“心头

好”，甚至国外进口的吸尘器、马桶等也备受追捧。在此背景

下，国内各跨境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跨境电商企业迎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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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2日，邮政速递工作人员在浙江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分拣和打包出境邮件。
当日，义乌海关监管进出境邮件达到20.8万件。 龚献明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