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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10 月31 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
逝世。近日，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公布了一
批钱学森生前所写书信和文章，在作出“两弹一星”
的科研贡献后，钱学森学习、思考和研究的脚步不
停：他写信建议发展电动汽车，将虚拟现实翻译为

“灵境”。1998 年6月18日，87岁的钱学森写了一篇短
文《用“灵境”是实事求是的》，其中写道：“我们传统
文化正好有一个表达这种情况的词‘灵境’；这比‘临
境’好，因为这个境是虚的，不是实的。”钱学森图书
馆的研究人员介绍，从20 世纪80 年代起，钱学森就
关注人工智能领域，90 年代起，又在研究人工智能
的基础上关心VR 技术的研究进展，他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观点可总结为“人机结合、以人为主”。对此，
网友纷纷热议：这是依据科学事实对未来精准预判，
敬佩！

过去二十几年我很幸运

　　11月1日，著名科学家颜宁宣布，将辞去普林斯
顿大学教职，到深圳创立医学科学院，引发网友关
注。次日，颜宁在微博平台发文回应：“扪心自问，我
今日取得了一些成就，并不见得是因为我更聪明、更
勤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二十几年我很幸
运……那么投桃报李，我很希望能将这份幸运复制
延伸，让更多的年轻人也能持续地享受到同样的幸
运，能够依靠‘内在的驱动力’、而不是外界的各种诱
惑，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去发掘、施展自己的潜力，从
而去作出更多真正原创性的发现。”网友在欢迎颜宁
回家、为她点赞的同时，也祝她的科研更上一层楼。

愿时光慢些，让陪伴久些！

　　近日，一份“爷爷的日记”火了。86 岁的老人陈
千炜，从1999 年到2020 年，20多年的时间用4本日记
坚持记录孙女陈潞成长的点滴。这份写在纸上的爱，
感动了很多网友。去年，陈千炜生了场大病，出院后，
老人第一时间把孩子们叫到家中，将自己收藏的一
些邮票等物品交给了子孙后辈，而陈潞收到的是4
本厚厚的日记。翻开4本日记，第一页可以看到爷爷
郑重写下的几行字，“一个幸福小生命的诞生与成
长。关于潞潞的日记，爷爷记”。陈潞回忆，拿到日记
的那一刻，自己很震惊，“日记里面有一句话，‘只要
她一生幸福，我就心满意足’，每次看到，我都想哭。”

题目应该叫《最珍贵的礼物》

　　最近，家住湖南长沙的贾永婷又收到了从山东
寄来的石榴。从2018 年开始，这是她连续第5年收到
石榴了，“ 6 月是樱桃，10 月是石榴，11 月是花
生……”这源于2018 年 9 月19 日在北京的一次善意
指路，25岁的贾永婷忙到晚上9点才下班，在地铁站
帮助了来问路的烟台老人孙洪正。对乐于助人的贾
永婷来说，这种事她经常做。孙洪正则把这个日子记
了5 年，他在丰收时，会给贾永婷寄一些土特产。贾
永婷也会回寄一些物品，还专程到烟台看望老人。近
日，贾永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第5 年收到的
石榴。有人说，这像小学课文一样的故事，题目应该
叫《最珍贵的礼物》。

没想到中国文学

会在网购平台上复兴

　　“我知道我配不上发货，大家都发货了，不像我，
连催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成了一只可笑的热场笑料，
我也知道我配不上提早发货的门槛……”临近双
11，一些消费者与客服沟通、催发货的言语迅速出
圈，引发热议，被称为“发疯文学”，即采用一种极度
夸张、无序、情绪饱满的文字句式沟通。对此，有网友
给出上述评价。

这才是演艺最大的魅力！

　　在今年的第33届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上，演
员热依扎凭借《山海情》剧中李水花一角获得优秀女
演员奖。热依扎真诚的获奖感言打动了许多人。打动
人们的不仅是热依扎的真诚，还有她在《山海情》里
饰演角色的女性力量。在热依扎的演绎下，水花的遭
遇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人物的质朴、善良、坚韧、倔强
以及成长又让观众敬佩。热依扎曾因对外称患有抑
郁症而被怀疑炒作，一度陷入舆论争议。而在《山海
情》的媒体采访中，热依扎说：“水花影响了我的生
活。我曾经消极、悲观，因为水花这个人物，我整个人
状态变好了。这是老天给我的启示、生活给我的一个
新的力量……”对此，有网友给出如上评价。

我有故人抱剑去

斩尽春风未肯归

　　11 月 1 日，94 版《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扮演者、
演员陆树铭去世，享年66 岁。陆树铭曾说：“我只是
扮演关公，不能把自己当作关公。我们都要学习‘关
公精神’。”网友在送别他时感慨：“好的演员用心塑
造经典的影视人物形象，往往能改变大众的印象。陆
树铭的关羽，游本昌的济公，陈晓旭的林黛玉，赵雅
芝的白素贞，都是这样吧。” 
          
           （□记者 卢昱 整理）

这是依据科学事实

对未来精准预判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马翔宇

  “北风潜入悄无声，未品浓秋已立冬。”立冬
将近，《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建始也；
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是冬天的第一个节
气，预示着冬季的开始。自此，天气逐渐寒冷，万
物进入收藏的状态以待来年，可谓“苍凉大地待
春生”。在这秋尽冬来、万木萧索的时节，赏一赏

“纸上的冬意”也别有一番雅韵。
  自魏晋南北朝后，山水画就逐渐成为中国
画最主要的画种之一。在浩如烟海的山水画
中，四季山水是历代画家永恒的题材。目前山
东博物馆内就藏有一件这样的冬季山水画———
明代画家陆治的《山水图轴》。
  陆治(1496 年-1576 年)，字叔平，明代画
家，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因居包山，自号包
山子。陆治自小在书香环境中成长，曾师从祝

允明、文徵明、沈周学诗文、书画。陆治拥有
极高的绘画天赋，他的山水画受吴门画派的影
响，但他并没有照本宣科，而是锐意革新，在
所学基础上吸取了宋代院体和青绿山水之长，
用笔劲峭，景色奇险，意境清朗，尽显自己的
精神风貌。
  书画家董其昌曾在画跋中评价陆治：“吴
中自陆叔平后，画道衰落”，他认为陆治是吴
门画派最后一位大家。陆治在山水画与花鸟画
中都有很高的造诣，与陈淳并称明代花鸟画大
家，《明画录》言陆治花鸟画“工写生花鸟，
得徐黄遗意”，这些也都印证了陆治在中国画
史上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画坛有着不容忽略的历
史地位。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
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可谓精准
地定义了四季山水特有的基调。“山性即我
性，山情即我情。”冬季山水不仅仅是客观地
描绘冬日群山的壮丽景色，更重要的是，画家
借山川之冬景表现自己孤高拔俗的精神境界。
陆治的《山水图轴》，就是一件冬季山水画的
代表作品。

  远处，一座高耸山峰巍峨挺拔，层峦叠嶂
间用笔方劲；中间，古木萧疏挺拔，枯枝繁密
纷披而自有条理；近端，山脚下一片寒潭，似
有水流，但又静谧不闻其声，唯一人泛舟于寒
溪之上；浅滩处用墨枯淡，缀以岩石、枯树及
屋舍，一种荒寒之气流露纸上。全画通幅都是
用淡墨晕染，技法严谨，设色雅致，具有浓郁
的“书卷气”。画面由近及远，用笔稳健，层
次分明。山石与枯木刻画严谨，分布有致，繁
而不乱。寒潭与高山遥相呼应，布景巧妙丰
富，意境幽深旷远。整个画面显得端庄巍峨、
清净冷寂。
  陆治常年居住在依山傍水的包山，又十分
擅长对景写生，所以描绘的山水才能栩栩如
生。陆治表现冬，无需雪景，高山、枯树、寒
潭相得益彰地布置在画面中，就能将冬季北方
山林的荒寒寂寥尽数展现。
  “北风往复几寒凉，疏木摇空半绿黄。”
秋尽冬来，万物在静谧的山林之中，经历着岁
月的洗礼。而纸上的山水，让这个冬
天也充满浪漫的诗情画意。
  视频请扫描二维码观看

纸上冬意近

量化生活：掌控还是被掌控？

事无巨细的量化生活

  恪守量化生活准则的人，一天能产生多少
数据？
  睡眠时间8小时21分，深度睡眠时间1小时47
分，中途醒了2次；
  摄入热量2340卡，喝水1.5L；
  步数4576步，运动时长30分钟，运动消耗
256卡；
  阅读1小时，观影1部，时长1小时30分钟，
打分8.0；
  手机屏幕使用时长4小时31分，微信使用时
间2小时，拿起手机次数20次；
  ……
  衣食起居，样样都可以量化。量化之细，已
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睡眠、运动、饮食、身
高、体重、心跳、血氧等数据，量化已然跳出了
“我”的范围，延伸到每个人所拥有的物品、每
一类物品的拥有数量，如衣橱里有多少件衣服、
毛衣有多少件、裤子有几条等。甚至连听上去十
分抽象的情绪也可以量化，各种记录情绪的App
上条目繁多，包括今日情绪总体概括、今日情绪
变化、影响情绪事件（如运动、睡眠、冥想、娱
乐、突发事件等）、冥想调节情绪有效性等。人
与数据的深度捆绑，正在现实中上演。
  量化的形式在于记录，目的则是从直观的数
据中认识和了解自己，并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
当摄入的食物以卡路里的面貌出现时，饮食的健
康与否被切切实实的数字评判着，是否需要调整
饮食结构，看看数据就有了答案；当睡眠时长、
深度睡眠时间与科学睡眠时间尚有一定距离时，
数据就传达出了要调整作息的信号。
  对于量化小组组员momo而言，她关于量化
生活最深刻的体验是记账。“在没有记账以前，
花钱完全没有概念。开始记账后，看到每次消费
都成了一笔笔直观的数字，才知道自己每个月的
支出竟然那么多，记账这个习惯让我有意识去节
省开支。”momo说。
  从她对身边人的观察来看，量化这件事其实
很普遍：有的人会标记自己一年读了多少本书，
有健身习惯的人也保持着每天记录饮食、运动数
据的习惯。而且，即便不刻意量化，App也会用
数据化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的一举一动，每年年底

各大平台推出的听歌报告、消费报告等，就是一
个例子。
  数据，往往意味着客观、科学，比起感受等
无法度量的事物，无疑更具有说服力。“量化不
过是主动利用数据去全方位地认识自己，毕竟感
觉有时候也不牢靠，数据摆在眼前，一切都很清
楚。”她总结，量化生活不外乎几种目的：健康
管理、时间管理和金钱管理等。如果要用一个词
来概括，那就是自律管理：用数据的形式获得自
己对生活的掌控感。

困在数据中

  那些坚持量化生活、对自我进行严格管理的
人，在别人眼中往往被视为自律的人。像写日记
一样用数据记录自己的生活，每天评估总结，第
二天再有针对性地调整，像“机器人”一样精
准，生活得井然有序，自律得令人羡慕，让人忍
不住加入其中。
  在校大学生张辉最初量化生活，就带有这样
从众的意味。他的量化从在朋友圈打卡专业书开
始，由于专业原因，他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打
卡读书量，对他而言是一种外在的鞭策。“一开
始给了自己很大的动力，但越来越变成‘赶紧读
完书，我就可以打卡了’这样的心态，实际上阅
读效果并不怎么好。读书的数量增加了，质量却
没有保证。”以为能从量化中收获自律的他，却
被数据裹挟了。他如今不想追求量化生活，但突
然中断打卡，无疑是自律形象的崩塌。量化生
活，本是为了自我管理，但逐渐变成了一种形象
建设和维护。
  还有一些人，奔着量化生活而来，却先陷入
了度量工具的消费牢笼里。支撑量化生活最重要
的度量工具莫过于智能穿戴设备和各式各样的
App。以睡眠监测为例，要想获得睡眠数据，就
要先购入检测设备：呼吸睡眠质量监测腕带、智
能手环、智能枕头、智能床垫等，五花八门的产
品让人眼花缭乱。
  仅睡眠监测一个门类，已经催生出了庞大的
市场规模。根据研究产业院的数据，2021年，我
国家用睡眠监测设备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3.4亿
元，而数字健康管理行业的核心市场规模已达
2160亿元。
  对个人来说，要全方位地记录生活，最需要

衡量的指标还是投入其中的时间成本。有网友总
结了一套量化生活的全指南，从睡眠、饮食、情
绪、金钱、时间，到运动、冥想、专注，众多门
类的量化，需要十几个App分别承担其功能，若
是一一执行，量化简直要代替生活。“量化肯定
是好的，但同时也要考虑量化的成本，现在没有
特别高效的方式让人执行也是一大痛点。”有网
友这样评价。
  此外，过度依赖度量工具还隐藏着一个问
题，即度量工具所给定的标准，目前的水平还未
做到完全精准。人们过度信奉数据并以此衡量生
活，但或许数据本身并不可信。

是工具，不是目的

  对于量化生活，评价褒贬不一。有人从中收
到数据的善意提醒，学着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
在可控的生活中找到幸福；有人陷入数据的迷
信，被数据束缚，产生更严重的焦虑。但这并不
意味着量化生活本身存在问题。客观来讲，量化
的确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适当地利用数
据量化生活，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改善自己的
生活。
  万物皆可量化的背后，是科学理性思维的普
及，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的发展需
要更精确的尺度去衡量事物，量化蔓延到个人生
活的领域，也是自然渗透的结果。个人结合数据
及时评估自身状况，并作出适时调整，长期来
讲，有助于个体自我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对生
活越来越精细的度量，或许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但如何利用数据、用好数据，还需要更加合理的
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就以“社会麦当劳化”的观点
来反思无法用理性化涵盖的东西，认为在理性化
的社会中，能够体现出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
测性和可控制性。现实生活中，精确计量有其存
在的价值和作用，但是，仍有非理性的无法量化
的东西，譬如个人的生活。
  量化生活本身无可厚非，生活本身是用来过
的，有时候享受生活比一板一眼记录数据来得更
重要。过分依赖数据，就会被数据绊住脚；盲目
迷信数据，可能会忽略自己最直观的感受，反而
无所适从。毕竟，数据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最近，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量化生活。这个词最早由《连
线》杂志的编辑在2007年提出，简单解释就是，记录个人日常
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在此基础上优化自己的生活。
  奉行量化生活的人试图从对生活的量化中认识并改善自
己。从豆瓣量化生活小组的简介中就能看出量化生活者的初
衷：“我们可以记录睡眠状态，记录学习工作时间，或者简单
地记录自己的娱乐程度、情绪状态，从而更好地管理自我、调
控自我。”
  睡眠、运动、饮食、学习、工作……五花八门的数据，将
个人生活全方位量化，但以掌控生活为名的量化，也隐藏着被
数据掌控的风险。

陆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