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阅读

梁漱溟（1893—1988），20 世纪中国著

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生

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 1917 年，梁漱溟入

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

建设运动。 抗战中，他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

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胜利后又参与国共

和谈，为和平建立新中国而努力。 新中国成

立后，梁漱溟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

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

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 主要著作有《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

要义》《东方学术概观》《人心与人生》等。

本报讯 日前， 贵州省茶

叶协会职业培训基地花溪区工

作站、 省茶叶协会少儿茶艺专

委会花溪工作站授牌仪式举

行。两个工作站成立后，将在贵

州省茶叶协会指导下， 组织花

溪区中小学生开展系列少儿茶

活动。

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贵州又

是中国种茶、 制茶和饮茶最早

的地区之一。 贵阳市旅游星级

茶馆专家组评委刘婷婷表示，

对于青少年茶艺的普及、教学，

不能仅局限在书本和理论上，

需要软硬件结合， 让孩子融进

茶文化的环境中去， 才能更好

地理解和学习。 两个工作站将

通过茶文化知识普及、 茶礼仪

培训、茶艺表演赛事等活动，培

养青少年对茶文化的兴趣。

（本报记者 汤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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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网站的一个革命性举动来了：爱

奇艺 9 月 3 日宣布告别唯流量时代，关闭

显示前台播放量， 进而以综合用户讨论

量、互动量、多维度播放类指标的内容热

度，代替原有的播放量显示，为合作伙伴

与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流量造假， 一度是发生在视频网站平

台上的恶性竞争笑话。 《楚乔传》年内播

放量 457.9 亿，《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点击

量五百亿……“全球人口凑不足一部剧的

点击量” ，成为嘲弄网络播放量的一句话。

围绕视频网站刷点击， 还形成了一个

产业。 有电商卖家表示：“腾讯视频上刷 5

元 1 万点击量； 优酷不补量 5 元 1 万点击

量， 补量 22 元一万点击量； 爱奇艺最难

刷，75 元 1 万点击量。 一天刷个上千万没

问题。 ”

“唯播放量论” 与“收视率造假” 一

样，让各方深受其害的同时，又没法在这

场停不下来的游戏中脱身。 播放量造假已

经不再是技术游戏，甚至衍生出“流量明

星” 的说法，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危害是从

上至下的。

就在上个月底， 全国首例视频网站刷

流量案正式宣判， 被告刷单者因制造 9.5

亿余次的虚假访问而被判赔 50 万元。 叫

停流量造假已经具备成熟的环境与条件，

也到了必然的时刻。 爱奇艺迈出的这一小

步，会成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一大步。

播放量造假成为风气， 是各方达成默

契的结果，不能只批评制作公司、明星经

纪团队、刷流量公司等，平台也负有很大

责任。 只不过在早期，播放量造假让多数

参与者得益，危害未能及时显现。 等到整

个行业都被播放量绑架时，也就只有平台

能借助技术优势，进行“断臂自保” 了。

爱奇艺关闭前台播放量， 虽然短时间

失去了一个吸引人眼球的评断标准，但由

于此举顺应人心，会得到同行的积极响应

与各方支持，爱奇艺也由此会站到行业新

规则制定者的前端，领到专属于行业革命

者的那份权益。

相信爱奇艺会言出必行， 毕竟关闭播

放量有很强的可执行性，只需要把显示界

面取消就可以了，真正需要关闭的，是关

联从业者的“投机取巧” 心理，否则，前台

显示没了，拿有水分的后台数据去参与竞

争，依然是“换汤不换药” 。

同时需要警惕地是， 虽然最为显眼的

播放量不再显示了，但“讨论量、互动量、

多维度播放类指标” 等，一样会成为刷量

公司的下一个动手目标。 与刷播放量相

比， 刷评论量等也是技术含量不高的活

儿。 因此，爱奇艺在杜绝刷播放量的同时，

也应该提升技术监管手段，把其他容易作

弊的行为封杀掉，否则也容易导致“按下

葫芦浮起瓢” 。

视频网站告别“数据崇拜” ，需要得到

行业内外的支持。 比如广告投放商，不应

再单一考虑平台提供的播放量、评论量数

据，如果过于在意这方面的数字，只会鼓

励平台默许造假，拿好看的数字来争取广

告投放。 广告商也应有点儿内容意识，综

合考量作品播放后的娱乐价值、 观众评

价、社会反响。 毕竟一部优质作品所带来

的广告效应，要远远大于刷量作品造成的

影响。

观众在选择观看一部在视频网站上

播出的作品时，也要放弃以往的“数据

崇拜” 。 不被“点击量几百亿” 这样的宣

传口号引导，而是多参考一些信息源，去

支持观看真正优质的作品， 让优质作品

的创作者、制作者、播放平台能够得到良

好的鼓励与回报。只有这样，才会形成良

性循环，大家才不会抱怨劣质产品霸屏、

无好剧可看。

从社交媒体对爱奇艺这个举动的反

应来看， 叫停不但困扰行业也困扰观众

的“唯播放量论” ，赢得一片掌声。 这样

的舆论反应，足以表明趋势所向。爱奇艺

不妨借势而为， 不仅仅把目标设定在

“为合作伙伴与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这一点上，而是以此为契机，尝试解决更

多行业难题。

视频网站关闭播放量 只是告别数据崇拜的第一步

韩浩月

评弹

时讯

贵州省茶叶协会培训基地

花溪区工作站授牌成立

梁漱溟生平图片展在筑开展：

“这个世界会好的”

9 月 8 日，“这个世界会好的———梁

漱溟生平图片展” 在贵阳孔学堂开

展。 作为纪念梁漱溟逝世三十周年主

题特展， 此次展览展出百余张记录梁

漱溟一生重要节点的珍贵照片和部分

著作， 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对梁漱溟的

一生进行回顾。 其中，梁漱溟 1923 年

在北大开设的“孔家思想史” 课程讲

义为全国首展。

此次展览由贵阳孔学堂联合北京大

学档案馆、校史馆，中国孔子基金会梁

漱溟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展览分为“开

明家风 自主自学”“究元决疑 出佛归

儒”“知行合一 致力乡建”“忧国忧民

奔走国事”“忠厚传家 物来顺应” 5 个

部分，全面展示梁漱溟在不同历史时期

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积极

探索贡献的一生。

“梁漱溟先生的祖母是贵州毕节

人。 ”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道出

了梁漱溟与贵州的渊源。 他说，梁漱溟

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

之一， 有着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之

称。 这次展览呈现大量珍贵的历史照

片，让大师的形象更加鲜活生动，其坚

守中华传统以及对家国责任担当的精

神，更值得后人学习。

展览现场， 中国孔子基金会梁漱溟

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西南大学中国乡

村建设学院高级研究员、梁漱溟先生幼

孙梁钦宁， 亲自为观展的市民作讲解。

开展期间，梁钦宁还带来三场公益文化

讲座：《梁漱溟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

《这个世界会好吗？ ———畅谈梁济、梁

漱溟父子的家国情怀》《字里行间有乾

坤———梁漱溟往来书信里的故事》。 三

场讲座从不同层面入题，为贵阳市民描

摹了梁漱溟先生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在风云更迭的时流中，梁漱溟每每留下

独立而独特的文化思考。

“梁漱溟先生曾言，乡村建设运动

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1931 年，梁漱溟先生创办山东乡村建设

研究院， 以县为实验区， 实行政治、经

济、教育方面的全面改革，进行乡村建

设。 那一时期， 中国大地一度进入乡村

建设运动的高潮。 ” 在《梁漱溟与中国

乡村建设运动》讲座上，梁钦宁总结了

祖父带领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值得今人借

鉴之处———尊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

动吸纳西方文化长处； 尊重规律， 循序

渐进；尊重人性，以人为本。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 ———畅谈梁

济、梁漱溟父子的家国情怀》讲座上，

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学

系的著名汉学家艾恺教授，分享了与梁

漱溟先生生前交往的经历与感悟。艾恺

教授在梁漱溟研究方面享有盛誉，曾出

版《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

等专著。 1980 年， 艾恺教授来到北京，

第一次与梁漱溟见面，约定每天早上交

流三小时。 彼时，87 岁的梁漱溟思维清

晰，解答了艾恺教授心里的许多疑惑。

“这个世界会好吗” ，正是 80 多年

前梁济问梁漱溟的问题，却成了艾恺与

梁漱溟对话录的题目。 艾恺教授认为，

梁漱溟先生以自己的一生去实现对儒

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坚信这个世界是

好的。

在 《梁漱溟往来书信里的故事》讲

座上， 梁钦宁遴选出祖父与众多学者、

师长、名流、友人的往来信件，包括“致

京师图书馆”“致范源濂”“致蔡元培”

“致冯友兰”“梁启超致梁漱溟”“胡适

致梁漱溟” 等，这些信件见证了 20 世纪

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录了书信背后

的交谊与砥砺。“1971 年，梁漱溟先生在

致冯友兰先生的信中，回想起五十余年

前同在北大哲学系求学的岁月，感慨昔

年旧友多已故去，唯彼此二人还同在北

京， 更为其时 ‘形势大大舒展开朗’ 而

开心。 ” 梁钦宁说，当年 10 月，联合国大

会通过提案，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

一切合法权利，信中所说“形势大大舒

展开朗” ，即是指此事。

梁漱溟生平图片展将持续至 12 月

底，市民可前往

免费观展。

本 报 记 者

刘辉 文 /图

年轻时的梁漱溟。 （资料图片）

晚年梁漱溟。 （资料图片）

图为文化讲座现场。

1938 年山东乡建院时，梁漱溟（坐者）

与同事合影。 （资料图片）

新华社电（记者 冯源）许

多人都知道板蓝根是一种药

材， 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板蓝

的茎叶同时也是染料。 它作为

靛蓝染料，曾在中国广泛使用，

就连乾隆皇帝的龙袍也少不了

它。 近日，中国丝绸博物馆主持

的 “清代宫廷服饰色彩科学的

复原项目” 取得重要进展，真实

还原了清乾隆年间宫廷服饰的

染色色谱。 这套“乾隆色谱” 共

有 40多种，已经恢复出 33种。

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染色

实验室， 副研究馆员刘剑出示

了“乾隆色谱” 。各种颜色的名

字古色古香：月白、宝蓝、水红、

大红、明黄、葵黄……“像元青

色，就是靛蓝和五倍子套染的。

馆里有一件‘明黄团龙纹实地

纱盘金绣小龙袍’ ， 它的袖口

就是元青色。 ”

复原“乾隆色谱” 的依据

来源于一次意外的发现。 中国

丝绸博物馆馆长、 东华大学博

士生导师赵丰 回忆 说 ，2005

年，他建议自己的博士生、现任

温州大学副教授的王业宏去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检索清代宫

廷服饰文献， 意外地发现了清

乾隆年间内务府织染局的销算

档案。 档案清楚地记载了每种

颜色的染料、 媒染剂和燃料的

消耗。

“清乾隆年间是中国丝绸

史上色彩最为精彩绚烂的一个

时间段，而如此完整的染料‘配

方’ 之前从未发现。 ” 赵丰说，

王业宏完整抄录了从乾隆十九

年（1754 年）到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年）间的染色档案，档案

中有 40 多个色彩名称。 其中，

常用的色彩共有 33种。

2012 年，随着设备和人员

的陆续就位，中国丝绸博物馆

正式牵头启动了“乾隆色谱”

的复原工作。 虽然色彩繁多，

但是刘剑和王业宏等人研究

发现，其染料只有 9 种，分别

是红花、靛青、苏木、黄檗、橡

碗子、五倍子、黄栌、栀子和槐

米。“像龙袍上的明黄色就是

槐米和明矾媒染而成。 ”

文物科技为复原工作提供

了硬件保障，研究人员可以用质

谱仪、测色仪等设备将复原出的

染料和实物上的色彩进行比对，

但也需要大量的比对探索。

“像大红色是用红花染

的， 但是一开始连染 5 次也只

能染成粉红色，后来连染 10 次

才能染出真正的大红。 ” 刘剑

说，“又比如紫红色需要靛青

和红花套染， 但是红花对碱性

敏感， 所以染色顺序只能是先

蓝后红。除了自己摸索之外，我

们也和日本、法国、美国的专家

开展合作， 像大红的染色方法

就是向日本草木染大师山崎和

树请教的。 ”

目前，“乾隆色谱” 上其他

颜色的复原工作还在继续，预

计明年将全部完成并对外展

示。 刘剑说，复原古代服饰色彩

和染料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服饰

类文物。“比如我们如果发现这

种染料不耐光， 那在展陈使用

这种染料的服饰时， 就可以设

定展柜中安全的光照强度。 ”

“天然植物染料历史悠

久，生态环保，一直是纺织科学

界关注的对象， 能否重新开发

利用， 也是纺织产业界关心的

话题。 ” 赵丰说，与其他门类相

比， 纺织科学史中的染料史研

究要薄弱一些，为此，国丝馆也

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大量的服饰

和染料实物， 建立了庞大的信

息库。

“乾隆色谱” 成功复原

再现清宫服饰色彩奥秘

新华社电 （记者 施雨岑

荣启涵）《故宫日历》 是故宫

最受公众青睐的文创产品之

一。故宫出版社 10 日发布 2019

年《故宫日历》，以生肖猪为主

题， 选取故宫博物院的院藏文

物中表现“福猪” 与“富足” 生

活的文物，每个月一个主题，为

公众呈现出一派金猪喜贺岁、

盛宴长相欢的喜乐场面。

据介绍，《故宫日历》的内

容、 文字、 图片都经过精心挑

选， 力求以故宫博物院丰富的

文物藏品、 深厚的文化内涵展

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故宫

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参与每一页

日历用图的挑选、文字的撰写，

让一本普通的日历体现出历史

韵味与艺术气息。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说，2019 年 《故宫日历》 已上

线销售，首印 70 余万册。 根据

观众的不同需求， 还推出了普

通版、定制版、黄金典藏版、汉

英对照版，以及故宫月历、故宫

手记、故宫手账等相关产品。

《故宫日历》系列至今已

出版 10 年，作为故宫特色出版

物，至今已形成了品牌效应，受

到社会公众喜爱和追捧。

2019年《故宫日历》发布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