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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中国式相亲》引爆话题 监制回应“中国式相亲”≠包办婚姻

父母介入子女婚恋，是助攻还是障碍？
由金星主持的婚恋节目《中国

式相亲》上周六在东方卫视首播，
比高开的收视更火爆的是随之而
来的评论热度。

首期节目，男女嘉宾相隔不
见，登场女嘉宾直接对话男生父
母，“父母陪儿女相亲”的新形式招
致诸多争议，甚至有观点称此种相
亲形式是“传统的倒退”，节目是

“换了包装的包办婚姻”。对
此，节目监制刘原回应称，
将父母加入到相亲环节中，
绝不是一次遵循“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的倒退，其
实是用规则和相亲场景的
外壳，让单身男女和他们
的父母进行一次婚恋观
念和情感的碰撞，“我们
的初衷有两个，一是促成
良缘，二是加强父母与孩

子之间的代际沟通”。

本报讯 一批被编为“月字
号”的清代织锦，在离开故土半
个多世纪后，从台北返回河南，
在新年到来之际再展斑斓色
彩。今日上午，由河南博物院、
台北历史博物馆和苏州丝绸博
物馆联合主办的“衣锦荣归——
清代织锦珍品特展”在河南博物
院隆重开展。

据了解，此次展出纵跨元
旦、春节等传统佳节，是继 2016
年 3月“盛世风华——两岸唐三
彩交流展”之后，河南博物院与

台北历史博物馆之间又一次展
览文化交流，更是河南博物院建
院 90周年之际推出的贺年专题
展览。展览将持续至 2017 年 2
月26日，观众可免费观看。

丝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发
明，而中原地区是丝绸的起源
地，在距今 6000 多年前的郑州
仰韶文化青台遗址就出土了丝
织品，直到宋代，中原一直是丝
绸生产的核心区。随着丝绸之
路的开辟、延伸，丝绸就像美丽
的纽带连接起世界人民美好的

心灵和向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名为

河南博物馆，收藏了一批清代织
锦，色彩斑斓夺目，异常名贵，被
编为“月字号”。1937年抗日战
争爆发，为确保安全，这批织锦
与当时馆藏的其他重要文物一
起走上了漫漫南迁路。之后，由
于时局变幻，这一批织品从汉
口、重庆等地辗转，并于 1949年
迁移到台湾，1956年被台北历史
博物馆收藏。67年后，运抵台湾
的这批织锦再次返回河南，不仅

见证了当时王幼侨、赵惜时等文
博人勇护国宝的壮举，见证了文
物远离故土的曲折历史，更见证
了河南博物馆事业砥砺发展的
历程，可谓衣锦荣归。

“衣锦荣归——清代织锦珍
品特展”将要展出的 52件展品，
是台北历史博物馆精心挑选，全
部出自河南运台“月字号”织锦，
其中不乏江南三织造上乘之
作。它们或出自皇家工艺匠师、
或出自民间机户之手，有着丰富
的色彩、复杂的织造工艺和独具

艺术特色的纹样风格，反映了华
夏的历史文化、宗教伦理以及生
产、生活知识。展览分为“祥灵
献瑞”、“花语绮祥”、“奇宝勋华”
三个部分，试图通过织锦上艳丽
悦目的色彩和意象丰富的图案
这种外在形象，折射出中国传统
文化追求幸福吉祥、崇尚大同和
合的精神映像，帮助观众感悟中
华人文的审美与精神，带给观众
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和和谐美
好的文化体验。
郑报融媒记者 崔迎

台北历史博物馆精选52件珍品来郑展出

67年后，一批清代织锦“衣锦荣归”
“清代织锦珍品特展”今日开幕，市民可免费观看

节目中，5位男嘉宾带着自
己的父母家人上阵，随后被带
进玻璃房“隔离”。女嘉宾轮番
上场，与男嘉宾父母直接对话，
中意的父母将亮灯，获得三组
家庭青睐则进入女嘉宾反转环
节……父母的主动权被首次摆
在台前，有人质疑称这种节目形
式因循了一个世纪前中国“传统
包办婚姻”的相亲模式。

节目组监制刘原回应称这
样的观点是对节目的一种误读，

如果只是双方父母见面决定男
女择偶，这才叫“父母之命”。但
是节目是让年轻人和长辈在一
起对话。“父母坐在前台并不意
味着父母‘包办’，即使在国外，
男女要结婚还是要带给父母
看，获得祝福或者认可。我们
提供了一个场景让单身的男女
和父母能有一次直接的对话与
情感的碰撞，通过规则的设计
让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念
的权利。”

节目实际包含台前、台后两
条线，父母对话登台的单身男
女，同时与自家孩子沟通。“相亲
与自由不矛盾，为了保障充分的
自主权，孩子在后台可以通过电
话连线前台，随时表达自己的意
愿，父母和媒人只是把关建议，
后台嘉宾拥有爆灯权表明态度，
前台嘉宾自行做出最终决定，父
母并不是有些评论认为的‘专
权’，可以把关但不可能替孩子
做最后的决定。”

“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
亲就是时代的倒退。确切来说
这是一档关于婚恋问题的代际
沟通类节目。做这档节目的初
衷有两个：一是促成良缘，二是
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际
沟通。”刘原表示，做这档节目
希望通过新的形式实现对代
际话题的探讨。“在相亲过程
中，台前父母的喜好和孩子的
意愿会产生偏差和分歧，两代
人择偶婚恋观的碰撞，是对代
际冲突的呈现与探讨，也让子女

与父母拥有了彼此了解、交流的
空间和可能。我们本身就是一
个对情感表达比较羞涩的民族，
很多传统的观念教育我们要听
父母的话，却不会与父母就产生
问题分歧的根结原因进行心灵
深处的探讨。”

第一期赵浩然爆灯 40岁女
嘉宾遭到母亲反对，这却成了母
子交流的一个契机。这次的突
发状况，让浩然母亲意识到，因
为自己过去在浩然成长过程中
的母爱缺失导致孩子在择偶时

对大龄女性的偏爱。节目录制
后，母子俩有了彼此人生的第一
次彻夜畅谈，也修复了他们之间
的情感隔阂。

其实这个节目也告诉父母，
有些中国式相亲观念可能会变
成孩子相亲过程的阻碍，而年轻
人要明白应该学会与长辈沟通
的方式。通过两代人的婚恋差
异、看到的问题，从而寻找到好
的方式去理解沟通，我们会看到
中国的父母与孩子之间都在相
互学习尊重与理解。

首期节目中，嘉
宾的婚恋观引发大量
争议：二姨把女生必
须干活挂在嘴边，身
为营养师的妈妈称

“ 手 凉 的 女 孩 不 考
虑”，因为“手脚冰凉
的女孩子是宫寒，如
果生孩子就容易得小
肠疝气，生女孩容易
营养不良”，掀起讨论
的热潮。

有人称：“这是传
统眼光对女性的歧
视！”针对首期节目男
方父母挑女嘉宾的形
式引发的所谓“节目

男权”的指责，刘原表示：“中
国人似乎天生对于婆婆和媳
妇的对立关系特别敏感，目前
观众只看到了第一期可能有
些误解，节目呈现的是中国家
庭在择偶过程中的观念，所以
也有很多观众看了说很真实，
具有现实意义，类似找个能干
活的媳妇这样如今已经不为
年轻人认可的观点依然可能
存 在 于 很 多 长 辈 的 观 念 里 。
有这种观点的家长出现在节
目中，他们其实也没有牵手成
功，家长本人会反思，是不是
我想要的和如今的年轻人不
匹配，电视机前有类似情形的
家庭也会有启发。”

另外，《中国式相亲》并不
只有公公婆婆挑准儿媳的形
式，第二期节目登台的将是男
生，女嘉宾将坐进第二现场，变
成“丈母娘看女婿”。刘原介
绍：“节目并没有规定由男方或
女方父母来挑选，在第二期节
目就会有一个大反转，由女方
父母来挑男嘉宾。首期大家可
能觉得婆婆会为难媳妇，那第二
期丈母娘看女婿，会不会越看越
欢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看
到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女方父母
会比男方相对心态上更急一些，
在巨大年龄差异这样的‘死穴’
上父母的态度惊人的一致等，都
非常真实。” 北青

“父母包办”还是“对话父母”？

带着父母相亲能解决代沟？

看“婆婆挑媳妇”别扭 看“丈母娘挑姑爷”就欢喜？

汝瓷年货会在郑州古玩城最后三天 来抢吧
�������双节已将至，人心皆是春。近日，醉天青之
第三届中国当代汝瓷艺术家精品展在郑州古
玩城开幕。本次会展汇集有 600 多件当代汝瓷
器物、500 多片件汝窑标本， 是人们过文化元
旦假期的好去处，更给大家提供了个汝瓷年货
会“淘宝”的机会。 “元旦假期是展期最后三
天，还有精美的一折专区，希望汝瓷爱好者不
要错过。 ”主办方汝瓷网卢总说。

中国瓷器辉煌，首先归功于宋朝，孕育
出“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 位居首位
的汝窑造型简洁大气，釉色纯净含蓄，是北
宋时期精神之美和艺术之美高度融合的体
现。

“可北宋汝窑烧制时间短，存世完整器形

稀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烧制才在汝州、宝丰
两地恢复，汝窑之美重现天日，汝瓷再次走进
人们生活。 ”汝瓷网卢总说，这次会展汇集了
600 多件汝瓷，比如精美的汝瓷茶具、汝瓷生
肖摆件等，很多器形都是空前亮相，是一场汝
瓷文化盛宴，给市民们元旦假期提供了一个文
化消遣好去处。

元旦假期恰是会展最后三天，为此主办方
在郑州古玩城的会展区域专门辟出 “一折专
区”，回馈广大汝瓷爱好者。 “元旦到了，这也
是一次汝瓷年货会，市民们走亲访友带件汝瓷
去，会是生活的惊喜。 ”

地址：淮河路与大学路交叉口郑州古玩城
5 楼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