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斯利安代言人刘昊然打卡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

“一日星厂长”体验光明乳业的品质匠心

“刘厂长”走访的这
些核心环节，是大写的光
明品质
2021年 6月 16日， 莫斯利安代言人

刘昊然变身“刘厂长”，参观体验拥有国际
顶尖生产设备、 世界一流的大型综合性乳
品生产基地———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

这座工厂总投资 14.63亿元， 总建筑面积
126.463平方米，至今仍保持“世界之最”的
称号，也是“上海特大城市乳品供应的保障
底板”。

“刘厂长”一上任，就直奔最核心的
部门。

通过工厂 1.6公里的主通道， 刘昊然
依次视察了莫斯利安的预处理车间、 酸奶
车间、巴氏奶和常温奶车间，总览全貌。 这
里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莫斯利安从一滴生奶
到一瓶酸奶的全过程， 从外部送来的生牛
乳通过灭菌工艺，发酵、破乳、翻缸等操作，

最终实现将产品安全美味地送到消费者手
中。

了解全过程工艺后， 刘昊然来到整个
工厂的“大心脏”———集智能化和自动化于
一体的中控室。 这里是工厂最有科技含量
的地方之一，平时，工作人员在中控室通过

控制闪烁着灯光的方阵———"阀阵"，使生
产的整个流程有条不紊地运转。 像这样的
阀门，整个工厂内有将近 7000多个，分布
在原料验收、混料、杀菌、待装各环节，动
力、水处理也都能做到全自动化。

中控室的作用是什么？原来，生牛乳会
通过预巴杀的阀阵进入初次灭菌， 阀阵与
中控室的电脑直接连接， 可实现无人化操
作，改变了过去需要手工操作的步骤，也避
免了管道内流体相混的风险，此外，数字化
的加持还能对每一个生产流程进行实时记
录，实现食品卫生安全全方位追踪。

在了解无人化操作系统运作原理的
“知识点”之后，“刘厂长”决定亲自上阵操
作， 完成莫斯利安生产的关键步骤———破
乳，即消除乳状液稳定化条件、使分散的液
滴聚集、分层的过程。 在酸奶生产工艺中，

破乳紧跟在发酵程序之后， 是关键环节之
一，而光明乳业一直是对标最高标准、对好
水平，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品控品控，我是刘昊然，莫斯利安发
酵缸 201发酵结束，是否可以破乳？ ”

“我是品控，莫斯利安发酵 201，发酵
6.5h，终点酸度 70度，粘度 1.25Pas，品质合
格，可以破乳！ ”

“确认”操作执行，破乳程序自动运行。

成功激活“大心脏”后，刘昊然还饶

有兴致地了解了莫斯利安的包装 “奥
妙 ”———它由 6 层无菌包装纸组成 ，每
一层都会有不同的功效，通过隔绝空气
和阳光， 既保证了莫斯利安可以长达 6

个月的保质期，也确保了莫斯利安在保
质期内风味的始终如一。

在参观过程中， 刘昊然所踏足的每一
个环节，都是中国乳品行业走过的奋斗路，

这些核心技术也呈现出大写的光明品质。

今年，正值光明历史的 110周年，光明品牌

的 70周年，在产业端构建起世界级质量体
系的光明乳业， 为上海品牌镌刻着高质量
发展的底色。

直播检测生牛乳的
质量指标，年轻化创意展
现匠心
一名优秀的厂长， 一定要把产品质量

当作重中之重。生奶质量检测标准，要熟记

于心；从通道空气、车间空气到灌装机内部
的洁净度，都需要超高标准严格把关。除此
之外， 牧场的生牛乳要进入工厂前， 需要
44个检验指标完全合格之后，才能被收入
工厂的生奶缸。

参观完工厂后， 刘昊然以 “一日星厂
长”的身份，进入到光明乳业天猫官方旗舰
店的直播间， 与广大消费者进行实时互动
和分享。与过去的直播带货不同，刘昊然与
工厂化验师共同完成了一次黄曲霉毒素
M1的检测———这是每一瓶奶都必须要检
验的一个环节。 本次实验采用的方法是酶
联免疫吸附法，酶标仪中液体黄色越深，代
表黄曲霉毒素含量越少， 生奶品质越高。

“刘厂长”亲自上阵质检，当看到微孔中的
颜色变为深黄色， 明显深于检测 0.5ug/kg

标准品的微孔颜色， 证明了光明奶中的黄
曲霉 M1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要求。

当美味的莫斯利安酸奶从工厂车间新
鲜出炉，有没有更有趣的花样吃法？ “刘厂
长” 同样亲自上阵， 与法国蓝带学院大厨
Arnaud Noel Souchet一起， 用莫斯利安酸
奶进行夏日 DIY特调，厂长定制版的夏日
酸奶特调， 将更多的酸奶创意吃法带给消
费者。

刘昊然坦言， 他自己是一个乳制品的
爱好者， 小学期间每天晚上都能喝一斤的

牛奶，当水一样喝，“能长这么高，除了喜欢
运动，与从小爱喝奶制品有关”，而光明也
是他从小最爱的品牌之一。 提到酸奶的口
味，他表示最爱的还是原味酸奶，但也青睐
一些喜欢的水果味道， 比如白桃味、 草莓
味，与酸奶的混搭组合也是他的最爱。

刘昊然还是一个新品尝鲜的爱好者：

“基本上所有的新品我都会尝试，包括在拍
莫斯利安广告的过程中， 或是在剧组时去
超市也会采购新品”。 在他看来，选择新品
的标准，一方面是看包装，另一方面是看口
味，“这都非常吸引消费者购买新品”。

事实上， 无论是以质量为核心的匠
心、还是新品推陈出新的频率，亦或是颜
值不断升维的年轻化打法， 都能看到光
明乳业这些年扎稳的马步和创新的活
力。今年新春期间，莫斯利安就与代言人
刘昊然共创 “白桃大福日式和菓子风
味”，深受市场欢迎。

此次， 莫斯利安特别邀请刘昊然参与
616《星光之夜》直播，也是光明乳业天猫官
方旗舰店首次整合公司九大营销中心进行
联动， 以九小时不间断联播的创新方式助
力 618电商大促节。 通过代言人配合新媒
体的直播方式，光明乳业用年轻化的创意，

向消费者展示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的全
貌和光明百年品质的匠心。

星 厂 长：刘昊然
任务代号：探味星工厂
任务地点：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
任务简介：通过管控核心部门，严把质量关口，酸奶花式吃法

等体验厂长的一天。

就在最近，世界上最大的液态奶单体乳品加工工厂———光明
乳业华东中心工厂迎来了一位“星厂长”刘昊然，这位莫斯利安代
言人一上岗就马不停蹄“打卡”工厂的各个核心环节，体验莫斯利
安酸奶的诞生之旅，还尽责地在华东中心工厂首次通过天猫直播
的方式，亲自完成检测工序，为消费者带来质量与品质的保证。

过去明星代言品牌，大多是从营销侧来赋能品牌，而此次光
明乳业另辟蹊径，将明星与生产侧相连，通过明星视角为更多消
费者展现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的全貌，不仅仅是一次新鲜的尝
试，也是对于科技实力及产品品质的自信。据悉，光明乳业刚刚获
得 2020年度上海市市长质量奖，也是这一奖项创立十余年首个
获奖的食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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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的鲜活样本：台州文化的理路与特质
■ 李建军

越文化是越族文化、 越国文化、

越地文化的融汇 ， 是浙江文化的根

柢，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台州文化是越文化的鲜活样

本， 梳理其源流嬗变可以窥见越文化

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 考察其硬

核特质可以领略越文化作为地域文化

的独特气质。

台州负山表海而兼山海之利的地

理特征、 自然环境， 孕育出独特的文

化风貌。 王士性 《广志绎》 将台州称

为 “一郡连山， 围在海外” 的 “另一

乾坤”； 喻长霖 《台州府志》 称赞台

州 “名胜甲东南” 的万千气象， 指出

“台郡山海雄奇， 士多磊落挺拔”， 将

地理特质与人文气质进行有机关联，

阐明地 “奇” 士 “雄” 之意。

台州数千年的发展， 积淀了丰硕

的文化成果 ， 赢得了 “文献之邦 ”

“文献上郡” “声华文物之区” 等美

誉。 《四库全书》 著录张伯端 《悟真

篇》 等台州籍人士著述 50 部， 存目

王松年 《仙苑编珠》 等台州籍人士著

述 64 部 ， 合计 114 部 。 民国初年 ，

台州籍大儒项士元先生编纂 《台州经

籍志》， 搜罗自隋到民国初台州人士

所有著述共计 4532 部。

台州文化以仙居下汤文化为光辉

的起点， 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第

一阶段从史前到隋唐 ， 台州逐渐从

“南薄于海” 的 “僻左” 之地融入中

华大地， 从区域性的瓯越文明融入大

一统的中华文明， 此期的台州文化可

谓 “潜龙在渊”。 第二阶段从五代到

南宋， 台州逐渐从中华文化的边缘区

域走向 “密迩邦畿 ， 治化声教之所

先” 的重心区域， 从文化输入地演进

为文化输出地， 此期的台州文化可谓

“飞龙在天 ”； 第三阶段从元代到明

清， 台州从中华文化的重心区域滑落

为边缘区域， 从名闻遐迩的王畿辅郡

跌落为声名不显的海陬边郡， 此期的

台州文化可谓 “亢龙有悔”； 第四阶

段从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到当下， 台

州赶上了世界经济从内陆时代走向海

洋时代的快车， 发挥沿海优势、 逐渐

走向复兴， 此期的台州文化可谓 “不

自居首、 ‘用九’ 则吉”。

台州文化作为浙东中部负山表海

的地域文化， 已形成以天台山文化为

核心的名山文化、 以章安港和海门港

为核心的名港文化、 以台州府城为核

心的名城文化等文化形态。 贯穿上述

文化形态， 台州文化的硬核特质体现

在三个方面。

第一， 从文化质素的构成特征考

察，可谓三教和合而释道更显。台州的

佛教源远流长。大约东汉末年，佛教传

入台州， 汉献帝兴平元年， 石头禅院

（今仙居境内）创建，是为台州寺院之

始。 陈隋之际的智顗（538—597 年）于

陈宣帝太建七年（575 年）率弟子入天

台山，融通南义北禅，教观总持，定慧

双修，开创天台宗。其弟子章安灌顶遵

照智顗遗愿，建成国清寺，成为天台宗

的祖庭。除了天台宗，台州的禅宗也较

为兴盛，其支派牛头宗、临济宗、法眼

宗等皆有传承。

台州的道教根深叶茂。 道教传说

中的黄帝、 浮丘公、 王子晋等大仙皆

尝往天台山。 两晋之际， 葛洪 《抱朴

子·内篇》 点出了包括天台山在内的

27 座名山 ， 可见至迟到葛洪时代 ，

天台山已被道士群体视为修炼的绝佳

去处。 初盛唐之际， 上清派第十二代

宗师司马承祯曾遍游名山寻找修真之

所， 最终 “雅愜素尚” “东入台岳”，

约于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 （696 年 )

开始隐居天台山传道授徒， 前后长达

28 年 ， 开出上清派南岳天台系 。 北

宋中叶， 台州籍道士张伯端 （984—

1082 年 ） 撰 《悟真篇 》 ， 并传道授

徒， 创立金丹派南宗。 晚年时回到家

乡， 修真于天台山桐柏宫， 桐柏宫成

为道教南宗的祖庭。

台州的儒学亦有可观之处。 宋以

前为台州儒学的萌芽期。 晋代任旭为

台州儒学开山， 南朝文士顾欢为台州

最早的私学教育家， 盛唐郑虔被誉为

台州文教之祖。 宋元为台州儒学的发

展期。 这时期的儒学从北宋中后期徐

中行等发轫， 中经南宋应恕等的发展，

再经朱熹弟子赵师渊等的传扬， 复有车

若水等的赓续， 一时蔚为大观， 其中杜

煜、 杜知仁一系还形成影响较大的南湖

学派。 明清为台州儒学的成熟期。 明初

的方孝孺为一代大儒； 明代中叶的金贲

亨首举 “台学 ” 大旗 ， 撰著 《台学源

流》； 晚清的王棻精于经史之学， 著成

《台学统》 100 卷 ， 乃台州儒学史集大

成之作。

台州的儒释道之间 ， 并非壁垒森

严， 而是互通互融、 和合共生。 台州儒

释道的发展， 并不平衡。 首先， 从发展

的时间上看， 释道先发， 儒学后成。 其

次， 从儒释道的场所和人员数量上看，

释道更盛， 儒学居后。 再次， 从发展的

水平看， 释道更为突出。 总之， 从文化

质素上看， 台州是儒释道并存而释道更

显、 儒学稍逊， 台州是名副其实的佛宗

道源、 仙佛之窟。

第二 ， 从文化主体的性格特征考

察， 可谓大小传统共生而硬气贯穿。 台

州文化中既有士人文化代表的大传统，

也有草根文化代表的小传统。 而且由于

台州特殊的地理条件， 天高皇帝远， 小

传统可能还略胜于大传统。 台州大传统

重节 、 重义 、 重群 ， 却并不绝对排斥

“利”， 而是强调义利兼行， 这可能与宋

代浙东学派的影响有关， 也与台州小传

统的濡染有关。 台州士人既持守华夏大

传统的 “义 ” ， 又不弃地域小传统的

“利”， 将其中和为义利兼行， 这正体现

了大小传统的相互影响与和合共生。

台州的士人精英与草根大众， 虽有

信奉大传统、小传统为主的差异，但有一

个共同的文化性格即“劲”或曰“硬气”。

综合起来看台州民俗，天台“劲健”，仙居

“譟劲”，临海“挚劲”，宁海“刚劲”，台州

整体趋势是都带“劲”。 喻长霖《台州府

志》在揭示台州民俗带“劲”的同时，分析

其原因为“山海雄峻而地瘠民贫”，可谓

有见。 台州山海雄峻，景色壮美，此为其

长，但山多水多良田少，在传统的农业经

济时代却很不利， 资源贫瘠下的生存竞

争压力使得台州民众性格整体带 “劲”。

这种“劲”，可用鲁迅先生所言柔石、方孝

孺“台州式的硬气”予以概括。

台州文化性格中的 “劲” 或曰 “硬

气”， 从价值判断上， 既可流变为性格

劣势， 导致 “重利” 的草根民众 “闵不

畏死”， 继续小传统的轮回； 也可衍生

为性格优势， 促成 “尚义” 的士人精英

“百折不回”， 书写大传统的荣光。

第三，从文化通变的显著特征考察，

可谓地域性、开放性并存而开放性走强。

台州文化作为浙江中部沿海的地域文

化，既以“大小传统共生而硬气贯穿”等

鲜明特色显示出区域文化的地域性，同

时也存在一定的跨地域性或曰开放性。

台州文化的开放性与台州作为移民

地区所形成的人口结构有密切关系。 秦

汉时期、六朝时期、唐宋时期以及改革开

放以来这四个时期， 台州的人口流动量

都较大 。 就时间轴而论 ， 秦代以降的

2200 余年中， 台州大概在三分之二，即

1400 年左右的时间里，人口流动都较为

明显。台州人口流动的频率较高，特别是

迁入、侨寓的外来人口较多，为台州文化

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从人口流动

角度彰显了台州文化的开放性。 台州文

化的开放性与台州作为沿海港口城市存

在密切的海外交往也有关系。

台州文化的开放性， 体现在三个维

度。 一是吸纳大量客籍人士入台进行文

化创造、 文化传播。 历史上台州府志及

各县志立传人物共有 5221 位， 其中本

籍 4096 位 ， 占比 78.45% ， 客籍 1125

位， 占比 21.55%。 客籍人士占比超过

两成， 说明外来人口在台州文化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 二是台州本籍人士不恪守

一家一派， 不限于一时一地， 而是博采

众长、 融会贯通。 三是经由台州之地或

台州之人将中华文化播扬于日本、 韩国

等殊方绝域。

台州文化的开放性， 使得台州文化

始终处于既能输入更能输出的活跃状

态， 在文化的通变中始终葆有生机与活

力。随着台州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台州

文化的开放性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台州文化的活力还会得到进一步的迸

发。 （作者为台州学院中文系教授）

·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