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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少微信好友？是否看到过标有

“好友数量已达上限”的手机弹窗？

1 月上旬，微信创始人、腾讯公司高级

副总裁张小龙在微信年度大会上介绍称，

后台数据显示，已有近 100 万人的微信好

友数量直逼 5000。这迫使微信将好友数

量上限设置为 5000。很多人感到了与张

小龙一样的忧虑——“我们诚惶诚恐，不知

道它是好是坏。”

扩大好友限定非常容易，但是对于要

不要突破，突破以后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

著名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 20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150 定律”。该定律

推断出，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

交网络的人数是 148人，四舍五入约是 150

人；精确交往、深入跟踪交往的人数为 20

人左右。但是在微信里，这已经被数十倍

于学术研究结论的好友数量所打破。即便

学术和现实、现实和虚拟之间存在很大的

差异，但在虚拟网络上，我们就真的需要

5000+的好友吗？这些数量庞大的好友带

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或许这样一则新闻能够从某一个角度

告诉我们答案——在近期的网购平台上，

出现了一种专门针对朋友圈查屏蔽的服

务，花几块钱购买了对方提供的小程序之

后，微信用户只需要再花费几分钟，就可以

看见微信通讯录中，有哪些人屏蔽了你，有

哪些人长期没有更新朋友圈。而且，在这

个过程中，被查的微信好友完全不知情。

网络上查屏蔽服务的出现，说明有很多

人屏蔽了自己的微信好友，让他们无法看到

自己的朋友圈，那么结合前面微信考虑突破

5000人的好友限制，就出现了一种互相矛盾

的局面：我们一方面拼命加微信好友，另一

方面，又把越来越多的人屏蔽于我们的朋友

圈之外。某种意义上，这就像是一个隐喻，

透露出“微信时代”所面临的社交困局。

现在的微信，早已不是熟人社交了。

和陌生人见个面、吃个饭，大家都习惯性地

加好友。但是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可能就

忘了自己的加的人是谁。微信社交，是一

个考验记忆力和分辨力的脑力活。

微信是什么？有的人会说，是联系朋

友和亲人的纽带；有的人会说，是对接客户

的办公工具；有的人会说，是发展人脉资源

的便捷通道。它是同学录、是电话簿、是工

作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或许也可以说，微信是一个成长系的

社区。它是可以随着人们的生活需求的变

化而进化的。或许，腾讯要做的，就是保持

微信拥有不断改进的技术能力和统筹协调

网络与现实的能力。

在将来甚至当下，微信怎么变，已经不

是完全由一家公司说了算，冥冥中也由用

户推动向前，用户或隐或现的集体意志是

微信官方不得不顾及的。它的每一次变

动，与用户息息相关。

由此来看，我们真的需要5000+的微信

好友吗？翻翻我们的微信通讯录，对绝大

多数人来说，别说5000个人，一年下来我们

可能也不会和超过 500 个微信好友说过一

句话、聊过一次天，所以这样的“好友”是需

要打上一个引号的。这和手机刚刚出现的

时候人们感叹的一样，虽然手机通讯录里

有几百人的号码，但是当我们需要找人倾

诉内心的苦恼、解决现实的困境的时候，能

够把电话拨过去的，其实并没有几个人。

微信重新定义了“好友”，现在这个“好

友”俨然有向“网友”迈进的趋势。

或许微信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好

友”的上限到底在哪里呢？当有人达到了

八千呢，一万呢，十万呢？当原本的紧密小

圈子越来越大，就会稀释掉社交粘性，微信

可能就会被人们踢出生活。

突破5000上限，或许确能满足一部分人

的需求，但对于社交平台来说，任何一次开闸，

都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洪流。因为未知，所

以不安。或许这正是人们所忧虑的地方。

在虚拟圈子中，我们真的需要5000+好友吗

李博洋 苑广阔

倦勤斋位于紫禁城宁寿宫花园北端，

建于乾隆三十八年。建筑由东五间、西四

间两部分组成，其中由西四间室内的西端

面东有一个戏台，围绕戏台的西墙、北墙

及顶棚上有一幅通景画。

通景画又叫贴落画，是清代乾隆时期

皇宫最常使用的一种室内装饰画，其主要

特点是在纸、绢上做画，然后贴满整个墙

体和顶棚。倦勤斋内的通景画覆盖面积

达到 170 平方米，由 20 余张画片拼接而

成。该通景画由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和他

的学生们借鉴了欧洲教堂的全景画形式

而移植到清代宫廷内的。

倦勤斋室内的通景画极其富有艺术特

色：西侧墙体上绘制的是斑竹搭架的院墙，

墙后远山，山石高耸，树木成林；北墙上绘

制的是一处宫中庭院，院内有斑竹搭成的

透空篱笆墙，每根竹竿极富立体感；墙上有

一个圆形的月亮门，门外有一只丹顶鹤正

在梳理羽毛，高处两只喜鹊翩翩起舞；远处

还可以看到红色的宫墙和金碧辉煌的宫

殿，宫殿的屋脊与蓝天白云互为映衬；该场

景亦真亦幻，给人一种身处室外，欲穿过月

亮门而迈入仙境花园的感觉。

倦勤斋整个顶棚被画成了一座斑竹搭

成的藤萝架，绿植缠绕的架子上，悬挂着一

串串粉紫相间的藤萝，藤萝的鲜花绽放，映

衬着蓝蓝的天空。观者若站在室内中央抬

头望顶棚，就会发现藤萝架上的一朵鲜花

恰好悬挂在头顶；放眼四周，又会发现藤萝

架上的花朵并非垂直悬挂，而是慢慢倾斜，

呈现摇摇欲坠的姿态，给人以身处室外藤

架之下的真实之感。

倦勤斋的通景画在形式上与西方的

全景画一脉相承。全景画于十八世纪在

英国诞生，其画风特点即按照一定的平面

或曲形背景绘制，画面环绕观众，展现连

续性的叙事场面或风景。全景画用于室

内顶棚时，又被称为天顶画，这些画多以

宗教、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为主题，并配

合穹顶的内部结构进行创作。天顶画由

于没有地平线作为观看者的参照，因而观

看者是没有“视觉中心作用力”的，可以产

生强烈的上升或下降的心理感受。

西方全景画一般都采用焦点透视法。

这种画法的特点是画上的平行线条都将按

一定的走向和规律消失于画面上或画面以

外的某一点。在作画起稿的过程中，为使

焦点透视准确无误，需要在画面上画出线

条或用线拉出线条来，因而这种画法又被

称做“线法画”。这种绘画方式初期多用于

西方教堂及皇室贵族的建筑中，后于清中

期由传教士引入中国，并深受帝王喜爱。

在西洋传教士画家的影响下，透视画

法进入清代宫廷，并且运用于贴落画上，

形成通景画这一特殊种类，其画面呈现出

强烈的立体感和纵深感，与室内真实景物

结合，令人难辨虚实。倦勤斋全景画在数

张大的丝绢上，然后覆盖于墙壁与顶棚，

它既融入了清宫廷中的传教士画家西方

透视画法因素，又带有中国绘画传统山水

庭院风景特色。

倦勤斋顶棚的串串藤萝，具有浓厚的

天顶画特色，融中西画法为一体，既有西方

的透视感，又具中国的写意性。倦勤斋内

墙壁画借鉴欧洲全景画法，画中的竹篱围

廊、庭院松树、楼阁宫墙形成整体，不仅与

室内装修甚至与室外景观都相对应，而且

将透视技法对空间的营造表现得极致，给

人一种身在室内而恍若室外的奇幻效果。

可以认为，倦勤斋通景画是古代欧洲文化

艺术对我国宫廷文化艺术影响实例。

尽管倦勤斋的通景画有着浓厚的西式

绘画风格，但与西方的全景画有着明显的

区别。

从绘画风格角度讲，西方的全景画采

用的是焦点透视绘画法，画家往往从固定

的视点出发，真实再现所看到的景物和空

间关系，绘画中的阴影投射和明暗对比创

造了三维空间，明暗反差强烈；清代宫廷通

景画的透视感主要体现在建筑物上，落实

于画纸时，并非以唯一的视点进行再现，画

面中的景物安排体现了画家视线的流动，

画中人物、花鸟等采用传统画法较多，虽有

明暗但不强烈，因其主要原因在于乾隆皇

帝认为阴暗的光线是在污损画面。郎世宁

及他的中国学生们用光线凸出最重要部

分以代替光线与阴影的效果，创作出的场

景和人物仿佛布满正午阳光，保证有一致

的光源，形成了明亮的画风效果。

从绘画方式角度讲，西方的全景画采

用的颜料为西方油画颜料，画师直接在墙

壁和天顶上作画；清代宫廷通景画不仅使

用中国传统的绢与矿物质颜料，而且采用

中国传统的裱糊方式，可谓在“西法中化”

的过程中又进了一步。

倦勤斋内的通景画以透视理论为指

导，增添了科学理性的因素，其中国传统绘

画风格中带有浓厚的西方油画技法，并形

成一种由视像错觉而引发的趣味性审美，

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和艺术的交流和融合。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倦勤斋通景画中的光影戏法

周 乾

无论是读小说还是看电影，很多人都喜欢

探险寻宝的题材。想想吧，在荒无人烟之境，

遍历千难万险，找到古文明的宝藏，解开惊世

之谜，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故事。如果你也喜爱

这类题材，那今天介绍的这本《失落的猴神之

城》，真是不二之选。

话说，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的腹地，有一个

叫作莫斯基蒂亚的地方，那里雨林密集，美洲

虎和毒蛇在林间潜行，火蚁、蚊虫肆意横行。

长久以来，此地的印第安人流传着一个传说，

在雨林深处，有一座富饶的大城，其间耸立着

宏伟的“白色宫殿”，供奉着巨大的猴神雕像。

后来，该城毁于神灵的怒火，成为禁忌之地。

任何进入这里的人，将受到诅咒，不知所踪。

20 世纪以来，无数探险家、淘金客、科学家、考

古学家前赴后继地寻找该城，却都铩羽而归，

直到 2015 年，本书作者跟随科考团队一起揭

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本书作者道格拉斯·普莱斯顿是美国自然

历史博物馆的文献编辑。自 2012 年起，他随

同一群科学家、制片人和摄影师，经过周密准

备，借助 GPS 和激光雷达地图等现代科技，穿

越雨林，寻找传说中的“猴神之城”。作者详细

记录了这次历经数年的探险活动，展示出中美

洲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令人惊叹的古文明遗址，

并提出了对失落文明的思考。

书中介绍，考古学家对“猴神之城”的遗址

进行调查，他们断定，这里曾经繁荣而富庶，犹

如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农田，药田、

花园、水库、居民房屋和广场、祭坛、金字塔等

公 共 区 域 错 落 有 致、功 能 分 明 。 但 在 公 元

1500 年 左 右 ，莫 斯 基 蒂 亚 文 明 却 突 然 崩 塌

了。它不像玛雅文明那样逐渐衰亡，而是一下

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底是什么样的灾难，竟然能在短时间内

吞噬掉一个辉煌的古代文明？本书作者让美

洲历史和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得出了一个惊人

的结论：莫斯基蒂亚文明毁于西方殖民者带来

的瘟疫。

作者推论道：“在 16 世纪早期的某个时

候，几种传染病接踵而至横扫莫斯基蒂亚。大

约九成的居民都是死于疾病。身心俱疲的幸

存者们怀着巨大的心理创伤遗弃了这个城市，

留下了献给神明的祭品。在祭祀仪式上，这些

器物被人为打破以此来释放它们的灵魂。这

并不是献给某个人的祭品，而是献给整个城市

的祭品，是一个文明的衣冠冢。关于‘猴神之

城’的各种神话，关于它被遗弃、被诅咒的真

相，可能正是源自这段残酷的历史。”

这不禁让人想起人类文明史上另一场关

于瘟疫的浩劫，那就是 14 世纪欧洲的鼠疫大

爆发，史称“黑死病”。那场瘟疫，夺走了 2500

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 1/3。

瘟疫之后紧接着饥荒和动乱，使得欧洲元气

大伤。但欧洲文明却并没有走向毁灭，反而

迎来了新生。这是因为，在如此骇人的灾变

中，天主教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教会的专制

地位被打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

动获得了萌发的契机，欧洲文明非但没有消

失，反而在此后数百年间，成为世界的先进文

明之一。

事实上，莫斯基蒂亚的瘟疫和欧洲“黑死

病”源头是相同的，都来自于中世纪以来全球

贸易和人口流动的大规模增长。但二者的结

局却有着天壤之别，背后是否存在深层次的区

别？这个课题，可能需要各领域的学者来进一

步研究。但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得到一个重要

的启示，那就是必须增强文明或者民族文化的

免疫力，才能长久屹立于世界历史。

目前的全球化程度比起中世纪已不可同

日而语。一个相互连通的世界，带来的不仅是

物产交流和文化交流，还有对文明免疫力的考

验。当今，现代医学和疫情控制技术已经相当

成熟，一般来说，病毒和细菌，不管多么狡猾凶

猛，也不太可能摧毁一个文明。即使是最杞人

忧天的人，也不会认为这些瘟疫能对咱们社会

造成毁灭性打击。起码在中国，我们还是有信

心能把任何流行疾病的危害降至最小的。

可能现代社会更需要警惕的，不是生物学

上的外来 Gene（基因），而是文化信息中的

Meme（思想行为），能动摇一个社会的，不是

病毒入侵，而是文化入侵。要避免“猴神之城”

的悲剧，我们不仅要增强肌体免疫力，更需要

增强文化的免疫力，才能博采众长，壮大自身。

免疫入侵：文明的巨大考验
——评《失落的猴神之城》

王 方

作者：道格拉斯·普莱斯顿
译者：吴真贞 邓菁菁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悄悄告诉你，

大寒已将至。

大寒的到来与太阳的脚步总是紧密相连，

当太阳光到达黄经 300 度时即为大寒。《授时

通考·天时》引《三礼义宗》记载：“大寒为中者，

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寒气之逆极，故谓

大寒。”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

寒如一位矜持的大家闺秀，虽然姗姗来迟，但

分量却不一般，就像舞台上压轴的“大腕”一

样，总有自己的绝活，让人耳目一新，拍案叫

绝。而刺骨的寒就是它的杀手锏，此时不仅是

中国大部分地区一年中的最冷时期，也是一年

“运”“气”循环变化的开始，更如黎明前的黑暗

肩负着一年中承前启后的重任。

伴随着大寒，大风携着低温，让鹅毛飞雪

装饰了整个天地。当大地呈现出冰天雪地、天

寒地冻的肃穆景象，大寒的味道就更浓了。古

人云，“大寒大寒，防风御寒”。那直入骨髓的

冷，让还在寒冬中挣扎的各种害虫以及病菌，

彻底离去；而耐寒性较强的小麦、油菜，却需要

这种寒冷的积蓄，否则开春后就不能正常生长

发育。冬闲时的农人，都缩在屋子里，烤着炉

火取暖，喝着茶水聊着闲话。而孩子们似乎从

不畏寒，即使是脸蛋通红、手脚冰冷，依旧是

“躁动”地到处乱跑，小小的身影在冰面上穿梭

如飞。到了夜晚，连星星都缩成了小小的光

点，月光更是寒气逼人，光秃秃的树木缄口不

语，村庄匍匐在大地上，偶尔一声狗吠，便显出

夜的慢长。

大寒从远古走来，在唐诗宋词里卖尽风

情。“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白居易在《村

居苦寒》中抒发悲愤；“心藏後凋节，岁有大寒

知。”黄庭坚在大寒时节看到的是久经风雨考

验的松柏坚贞；而陆游则诗曰：“大寒雪未消，

闭户不能出。”在这“三九四九不出手”的日子，

他在无聊中打发着时光，惬意地“猫冬”。大自

然永远是可以治愈心灵创伤的避风港，让人们

用耐心、毅力、希望，平静地接受气候的恶劣和

人生的起伏。其实大寒本身就是新春派发的

一味“励志”补药，当我们经历难以忍受的严寒

时，其实是走在迎接美丽春天的路上。

“小寒大寒，杀猪过年”。凛冽的寒气可以

肃杀生命的盎然，却抵挡不住人们“忙年”的热

情。除旧布新，总是永恒的话题。在这不断的

翻新中，人们憧憬着生活更加美好。清代《真

州竹枝词引》记载：“腌肉鸡鱼鸭，曰，年肴，煮

以迎岁……”从城市到乡村，处处充溢着年

味。杀年猪、灌香肠、腌腊肉……人们将一年

中的酸甜苦辣尽情地烹煎煮炸在寒风中。男

人们总是忙着赶年集，准备年货；女人们量体

裁衣，为一家老小准备着新年的衣服。即使户

外飘雪走风、寒气逼人，但想到新春将至、亲人

将归，心里总是暖暖的。就这样，被严寒冷落

了将近一冬的集市又像活过来似的热闹起来，

男女老少都变得活跃起来，让大寒充满了喜悦

与欢乐。

寒冷到了极致，冷空气就不再继续积蓄。

也许是苦尽甘来，也许是大寒冬尽、情暖新

春。在经历了寒气的洗礼与磨砺之后，人们的

精神、生活、心态也随着节气的变化由“内敛”

走向“奔放”。随着大寒的到来，回暖的脚步已

越来越快，一切都将热情奔放起来。

大寒迎年

秦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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