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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師 十世班禪」巨幅唐卡展。
安莉 攝

■■陝西漢中盛開的陝西漢中盛開的
油菜花被譽為油菜花被譽為「「最最
美油菜花海美油菜花海」。」。

本報陝西傳真本報陝西傳真

業內人士表示，「迷你
KTV」具有私密性、隨機性
等特點，而且可以節省人力成
本，人們在商場、院線裡遇到
機器就可以唱歌，可以提升消
費者在商場的購物體驗。不
過，這一模式的缺點也十分突
出 。 例 如 ， 由 於 「 迷 你
KTV」包間分散，通常無人
看管，因此出現故障比較麻
煩。此外，「迷你KTV」的
音響效果相較於傳統KTV還
是有一定差距。
不過，在學者眼中，雖然

「迷你KTV」作為新商業模
式值得肯定，但其潛在的綜合
社會影響尚需持續觀察。
「『迷你KTV』這種文化

消費模式既體現出技術帶來了便利化，
也反映了現代化帶來的人際關係疏離。
可以說，『迷你KTV』既有助於愛好
音樂的人找到更多合適的練習之處，也
能讓另一些現代人發洩情緒。然而，這
種模式的流行同時也提醒着我們，人際
關係的建立日益依賴網絡而非面對面建
立所帶來的問題。」萬喆表示，當前許
多年輕人都面臨着「線下」社交能力不
足的問題，因此全社會在利用科技進步
帶來的個性化設置和新服務體驗的同
時，也需要關注並反思可能存在的「副
作用」。

一台點唱機、兩副耳機、兩隻話筒、兩個
高腳凳、一間隔音效果較好的玻璃

房……記者在位於北京市大望路的金地中心
看到，餐飲區旁一個佔地面積約2平方米的
「迷你KTV」簡約而時尚。消費者無需任何
預訂，就可以直接通過掃二維碼自助點歌並
付費，在「迷你KTV」內一展歌喉的同時，
消磨餐前排隊或等人的時光，有些現場錄製
的音頻還可以分享到朋友圈中。

輕巧方便隨來隨唱
相關資料顯示，目前市面中的「迷你

KTV」品牌主要有咪噠、友唱、科美唱吧
等，雖然數目繁多，但功能卻大同小異。據
友唱KTV項目組媒介經理羅敏介紹，這款產
品的主要運營場景設定在城市的遊戲廳、商
場、餐廳、學校、電影院以及候機大廳等人
流量較大的場所，目標用戶是更能接受新鮮

事物的年輕群體。從已有用戶的數據調研發
現，這種自助式「迷你KTV」的女性用戶佔
比顯著高於男性。
那麼，「迷你KTV」風靡有何原因呢？分

析人士指出，這些電話亭式包廂目前大多集
中在大城市、大型商業區，其迅速發展一方
面根植於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另一方面
與城市本身的生活節奏息息相關。
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萬

喆表示，互聯網帶來的生活變化是全方位
的，「迷你KTV」的出現主要還是互聯網時
代生活碎片化的一種表現。

紓緩壓力新方式
「『迷你KTV』與傳統KTV一樣，都承

擔了情緒宣洩和放鬆的功能。傳統KTV將眾
人聚在一起，從而讓人在集體中達到緩解壓
力的目的，最終渠道還是社交。而『迷你

KTV』則恰好把這一點給規避了，用的是避
開人群而減緩壓力的方式，因此會受到特立
獨行者的喜愛。但長期來看，這可能進一步
影響人們的社會交往能力。與此同時，從價
格和服務看，前者也並不具有競爭性。因
此，『迷你KTV』更適合把客戶對象設定在
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人群。」萬喆
說。

「一代宗師 十世班禪」56米長的
巨幅唐卡藝術精品展覽在海南博鰲
舉辦，充分表現了十世班禪大師為
維護國家統一而奮鬥不息的一生，
高度提煉了「中華民族一家親」的
主題。精美的畫卷，氣勢恢宏，讓
觀眾十分震撼。
該唐卡長卷歷經5年創作，凝聚了

無數藏傳佛教僧眾、藏族藝術家、
百位民間畫師的心血，是一幅全面
反映歷代班禪、尤其是第十世班禪
大師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一生豐功
偉績的長卷。畫卷通過一幅幅生動
鮮活的畫面全面展示了從一世到十
世班禪所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集
政治、歷史、宗教、文化和人文思

想為一體，通過唐卡繪畫形式，結
合熱貢藝術特色表現手法和傳承技
藝，綜合、直觀、藝術地展示了十
世班禪大師可歌可泣的歷史傳奇，
讚頌大師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
愛宗教，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
結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和高貴品德。

繼承弘揚優秀傳統
據介紹，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種

獨具特色的繪畫藝術形式，起源於
松贊干布時期，距今已有上千年的
歷史，其採用金、銀、珍珠、瑪
瑙、珊瑚等珍貴礦物寶石和藏紅
花、大黃等植物為顏料，色澤歷經
百年歲月仍艷麗明亮，被譽為中國

民族繪畫藝術的珍品。
該幅唐卡是由國家民族畫院唐卡藝

術研究院執行院長、工藝美術大師桑
傑本精心策劃和組織創作。桑傑本是
熱貢藝術家代表尖木措畫師的弟子，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十世班禪大師
就曾來到熱貢，親自接見了尖木措，
並勉勵他繼承和弘揚藏民族優秀文化
傳統。同在現場的桑傑本，親耳聆聽
了十世班禪的教誨，一直運用自己掌
握的熱貢藝術創作反映班禪大師傳奇
一生的作品。直至2012年，桑傑本開
始組織策劃「一代宗師 十世班禪」
巨幅唐卡畫卷，才得償所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玫、黃寶儀
海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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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迷你KTKTVV」」興起興起
消費碎片化光陰消費碎片化光陰

最 近 一

段時間，

一種類似

電話亭式的「迷你KTV」悄然遍

佈內地不少城市，受到許多年輕

消費者的青睞。分析人士指出，

「迷你KTV」的流行反映了大城

市生活節奏快、人口流動性大、

文娛時間碎片化等特徵。這一模

式在為人們帶來全新文化消費體

驗的同時，也提醒着人們需要時

刻關注並反思技術變革對社交能

力的影響。

��

■■22平方米的平方米的「「迷你迷你KTVKTV」」簡約而時尚簡約而時尚，，正正
成為內地新興娛樂消費點成為內地新興娛樂消費點。。圖為位於北京崇圖為位於北京崇
文門的一家文門的一家「「迷你迷你KTVKTV」。」。 記者米南記者米南 攝攝

56米唐卡「十世班禪」海南展出 陝漢中10萬畝油菜花海迎客
3月正是春回大地、萬花盛開的季節，位於陝西漢中洋縣

的10萬畝油菜花和萬畝梨花也迎來盛花期。昨日，2017中
國最美油菜花海漢中旅遊文化節在洋縣開幕，金色的油菜
花，雪白的梨花，讓近千名海內外遊客切身體驗了一次「金
海雪山」的奇妙之旅。據悉，本次旅遊節主辦方精心推出30

個觀花點和22
條精品花海觀
光線路，遊客
可以選擇直升
機、自駕車等
多種方式，全
景暢遊中國最
美油菜花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陽波

漢中報道

■■十世班禪大師圓寂十世班禪大師圓寂
後後，，習近平曾前往大師習近平曾前往大師
肉身塔悼念並敬獻哈肉身塔悼念並敬獻哈
達達。。 記者何玫記者何玫 攝攝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為慶祝「三八」婦女節，石獅市旅港同
鄉總會日前組織270多位鄉親，進行廣州
花都、佛山為期兩日遊活動。慶祝儀式在
花都長鋒酒家舉行。
秘書長盧文錐代表總會及佘英杰會長

向婦女們及團友表示熱烈歡迎並致以節
日的祝賀。他讚揚歷年來婦女對總會作
出的卓越頁獻，望繼續發揚半邊天的作
用再創新猷。
婦女主任蔡愛琴感謝總會一貫對婦女的

重視和支持。她說，佔一半會員的婦女積
極參與，熱心奉獻，是總會的中堅力量。
並鼓勵婦女們宏揚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

為社會為家庭永葆青春、美
麗人生。
會長夫人莊殊婷、副秘書

長李旋霓、婦女常務副主任
蔡乖乖、蔡禮婭為婦女們主
持抽獎、頒贈禮物。婦女副
主任曾小清、蔡美麗、陳寶
玉向全場團友派發紅包，送
上祝福。敘鄉情，顯關愛的
宴會呈現一片喜樂的氣氛。
鄉親們還參觀花都曼古園遊樂場，領略
泰國風情，留下倩影；觀償一代宗師葉問
紀念館，切磋功夫，大顯身手；遊覽嶺南

新天地風格特異的古建築群，流連忘返於
歡笑中。鄉親們和諧同行，暢敘鄉情，致
力向前。

石獅同鄉總會舉辦慶「三八」旅遊活動

■鄉親們遊覽廣東長安公園大合照

香港荔灣社團聯會兩周年誌慶暨義工團成立大會日
前假深水埗西九龍中心龍庭酒家舉行。中聯辦九

龍工作部部長何靖，港島工作部副部長范克勝，荔灣
區委副書記卞勇，區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鄭丹群，區
政協副主席方施明，香港荔灣社團聯會會長陳東、主
席盧錦欽，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事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李卓君，澳門十三行文化貿易促進會理事長黃家倫等
出席主禮，與各界友好人士歡聚一堂，共同慶祝香港
荔灣社團聯會成立兩周年，場面熱鬧。

加強青少年交流學習
陳東致辭表示，聯會成立以來，會務蒸蒸日上，影

響不斷擴大，已成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力量。
陳東冀望，在新的一年裡，聯會將進一步促進兩地的
交流與合作，特別是加強兩地青少年間的交流學習，
讓香港的年輕一代更多地了解和認識祖國的文化、歷
史，投身家鄉的經濟建設，服務社會，報效祖國。
何靖表示，聯會成立僅僅兩年，但已顯現出相當的

作用，以愛國愛港的精神不斷推動社區事務發展。更

為難能可貴的是，今次他得以見證聯會成立義工團，
而義工團中又有許多青年人參與，為聯會注入新鮮血
液。何靖同時強調了社區工作的重要作用，他表示，
社區穩定是香港社會和諧的基礎，也只有社區群眾敢
於發聲並傳遞正能量，香港社會才能夠穩定繁榮，
「一國兩制」才能全面落實。
盧錦欽表示，聯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得以圓滿成功，

也得到了香港中聯辦、特區政府、廣州市荔灣區等各
界人士的肯定。如參與「反辱華反港獨」、「反港獨
撐釋法」等活動，都是全力以赴配合香港廣州社團總
會行動。新的一年聯會將繼續開展各類服務社群的活
動，為香港、為荔灣、為國家帶來更多正能量。希望
各位會董能夠繼續積極參與，也期待有更多朋友加入
聯會，使香港荔灣社團聯會這個大家庭更加有活力，
更加興旺。
卞勇表示，香港荔灣社團聯會成立以來，做了大量

積極有益的工作，工作中充滿了正能量，促進了荔灣
同海內外各地，尤其是與港澳地區的雙向交流，大大
提高了荔灣在海內外的知名度。

香港東源同鄉會日前於尖東舉行丁酉年新春
會員聯歡晚會。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
靈，香港孔教學院湯恩佳博士，東源縣縣委常
委、統戰部部長肖麗花，香港立法會議員謝偉
俊等出席活動，高朋滿座，喜氣洋洋。
會長程戈致歡迎辭表示，東源同鄉會成立九
周年以來，一直高舉愛國愛港愛家鄉的旗幟，
會員人數不斷增加，由去年300多增至600
多，是河源社團總會屬下同鄉會增長會員最多
之一。舉辦今次春茗活動，亦得到東源縣政府大力支持以及鄉親們的熱情贊助，使活動能完
滿成功，深表感謝。
本次春茗亦加了一個互動元素——首創的口號標語比賽，鄉親們踴躍參與。活動還安排了
文藝表演、抽獎等。

香港藝術品商會丁酉年春節聯歡宴，日前假金鐘名都
酒樓舉行。出席宴會的嘉賓有：中聯辦九龍工作部

副部長王小靈、副處長王國海，中銀控股有限公司副董
事長林廣兆，中藝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闞怡松，九龍西
區各界協會會長樊敏華、永遠名譽會長鄧祐才，香港中
國旅行社副總經理郭迪輝，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太平紳
士鄧家彪，冀魯同鄉會理事長王家惠、會董會會長宮瑞
卿、副會長張強，鞋業總會會長梁日昌、副會長譚誠、
余汝文、梁鳳儀，太平紳士李家仁醫生、關惠明律師
等，以及商會一眾高層、會員及親友，共300多人，歡
聚一堂，同申慶賀。
商會理事長劉世淵致辭表示，放眼神州，國家改革開

放步伐勢不可擋，偉大祖國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
宏偉目標奮勇前進。商會身處香港，將充分發揮橋樑作
用，緊緊把握「一帶一路」發展的新機遇，為香港和國
家經濟持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他續指，今年適逢特首選舉，
冀望新一屆特首及團隊，同心同
德，堅定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紓解民困，令香港社會和諧，經
濟繁榮。商會定將同愛國愛港的
社團組織團結在一起，為維護香港
的法制尊嚴和良好的經商環境，為促
進古玩工藝品行業發展，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他最後表示，新的一年，商會將一如既往，不斷拓展

會務，積極參與各類展銷及交流活動，進一步加強古玩
鑑定服務宣傳推廣工作，希望籍此為工藝品行業的發展
盡一分綿力。他誠意邀請同業才俊及古玩工藝品愛好者
加入該會，令團隊不斷壯大，會務興旺，再創輝煌。
聯歡宴還舉行了拍賣活動，商會一眾熱心人士捐出

精美工藝品及食品。大家踴躍競投，所有拍品高價拍
出。

香港藝術品商會
舉行丁酉年春節聯歡宴

香港東源同鄉會新春聯歡

香港荔灣社團聯會
兩周年誌慶暨義工團成立

■■聯歡宴賓主合照聯歡宴賓主合照

■劉世淵致辭

■■香港荔灣社團聯會兩周年誌慶暨義工團成立大會舉行香港荔灣社團聯會兩周年誌慶暨義工團成立大會舉行

■■左起左起：：程戈程戈、、湯恩佳湯恩佳、、王小靈王小靈、、陳勇威陳勇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