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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工智能失去控制，世界将会怎样——— 用一生，做好一件事———

AI迷航
□ 肖 遥

不向手工说再见
□ 阿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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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十年之后，古琴
的热度起来了，这种情况
才有些变化。感兴趣斫琴
的年轻人多了起来，不少

人来跟宋师傅学习斫琴。那间小工作
室开始显得逼仄，于是他专门租了一
处地方用来斫琴，一边继续教学生。
那阵子，相熟的古琴爱好者经常在宋
师傅的工作室小聚，热闹一时。宋师
傅的女婿和姐姐也开始对古琴感兴
趣，跟着学斫琴。有家人帮忙，宋师
傅觉得如虎添翼，准备向作坊转型，
能够多做出一些琴。

然而，宋师傅渐渐发现作坊的形
式不太适合自己。除了干活，别的事
情他也不太擅长。正好，女婿经过一
段时间学习，可以出师了。宋师傅干
脆将工作坊交给女婿打理，自己则另
起炉灶，还是一个人斫琴，也带带徒
弟。

宋师傅感叹现今斫琴的好材料越
来越少了。早期斫琴还能找到本地拆
房拆得的老杉木，有二三百年的，或
者一二百年的，制成琴都好。古琴热
起来以后，斫琴的老料越来越难找，
现在本地老杉木基本没有了，只能从
南方买老材。南方老材到北方有水土
不服的问题，制成琴难保不出问题。
现在也有人用新料烘干了斫琴，所谓
的低温碳化工艺。这样干燥的新料制

成的琴稳定，制琴时间也比较好掌
握，但毕竟没有自然状态下干燥的老
料那种经历时间的独特韵

味。宋师傅说：“现在的高科技
无所不能，只是我一直沿袭古人的方
法，孰优孰劣不好说，这是每个人选
择的自由。”

对于古琴作坊采用流水线的方式
斫琴，在宋师傅看来，也是个人选择
的自由。有的斫琴师运营团队，大量
创制新形制，将古琴做成了品牌和产
业链，有的斫琴师自己做自己的，每
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式，只要不是
以次充好就行了。他说，之前看到别
人售琴的小册子，上面对每张琴的材
质和用料都标得清清楚楚，腰果漆就
写腰果漆，大漆就写大漆；瓦灰就写
瓦灰，鹿角灰就写鹿角灰。“这样就
好，没骗人。”宋师傅说。毕竟古琴
也需要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

不过宋师傅自己还是按照古法，
只用大漆和鹿角灰这些传统的材料，
也许与他的好古情结有关吧。现在，
宋师傅在郊区租了个院子当工作室，
小院子种着紫藤、倭瓜、花生、秋葵
什么的，十分惬意。一应事务都由徒
弟打理，自己则专心斫琴。他现在大
概两三年出一批琴，二十张左右。这
样能保证每张琴的质量足够稳定，减
少变形和开裂。宋师傅说：“斫琴就

应该一批压一批轮换着来。做完一批
琴的灰胎搁一年，然后再做下一批琴
的木工，隔年再继续完成第一批琴的
漆工，这样出问题的几率就低。斫琴
是慢工细活，需要大量时间等。时间
不够，漆灰没干透就做下道工序，之
后肯定出问题。所以，你要是着急等
钱用，肯定不能斫琴。”

除了自己斫琴，这几年宋师傅也
参与一个复制传世古琴的项目。这个
项目与他自己斫琴不同，完全是以文
物复制的标准在做，误差不能超过1毫
米。参与这个项目对他来说特别有收
获，一方面对于唐宋传世古琴的样式
理解更为透彻了，更重要的是拜了一
个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漆艺老师。
现在宋师傅自己对于漆艺的理解也更
加精进了，他拿出几张最近做的落霞
琴，琴面上晕着火一样的烟霞，漆膜
光亮平滑，毫无瑕疵。

当代斫琴师，入行的路径各不相
同，对古琴的理解也千差万别。也许
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斫琴之道，就像
每个人都按照不同的方式在完成着自
己的人生。重要的是，在纷繁复杂的
氛围中，不忘时时调适自己，不丢失
本心；无论热闹还是萧条，都不墨守
成规、故步自封，不放弃对于技艺的
追寻。其他的，只能交由时间去决定
了。

越来越多的人跑来，我
渐渐就被他们围在了核心。
我向他们一一回以军礼，泪
腺终于在他们的热烈凝视下

崩溃。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看我，还是在看
父亲……

或者，在他们眼中，父亲和我早就融
为了一体了。

“我是你们的孩子！也是你们的战
友！”我的声音颤抖着，泪眼婆娑。

郭安捡起地上的酒瓶，猛灌了一口
烧酒，朗声向众人道：“兄弟们，今日一
会，让我想起咱们在白令海峡那一战，阿
拉斯加的白雪，我们英勇的战士，还有敌
人坠落的残骸以及被我们俘虏的战机，
那场伟大的胜利，我至今历历在目！兄弟
们，你们可还记得，我们胜利的那天，是
什么日子？”

越来越多的人涌了过来，大多数都
是东方面孔，他们齐声道：“除夕！”

郭安道：“是啊，除夕！一个中国人都
会回家团圆的日子，可我们，却只能戍守
北极，抵御着狗Ai的反击！当年程成司令，
就是站在我们的核心，一口干尽了我递过
去的烧酒，向我们说……说什么来着？”

“不复山河，誓不还家！”
“是啊，老兄弟们，我们第四飞行大

队的规矩是，成军必饮酒。程成司令说，
酒量不好，不配打仗！”他嘿嘿一笑，将酒
瓶子递给我，“今日，是我们东北亚防区

三军团聚之日，虽然防区不再，昔人作
古，但只要我们战魂不灭，就算只剩两个
人，都是一支队伍，是不是啊兄弟们！”

“是！”
“好，今日我郭安，便提议，第四飞行

大队今日重新成立，我推程复船长，做我
们的领袖，带我们收复山河，你们有异议
吗？”

“没有！”
郭安笑着晃动手中的酒瓶，朝我哈哈

大笑。我被他的豪情感染，接过酒瓶，却听
张颂玲在身后轻声道：“成哥，你的伤……”

我朝她摇了摇头，举起酒瓶，一口气
将烧酒全都灌进了肚子里，然后将酒瓶
摔在地上。

“不复山河，誓不还家！”
“不复山河，誓不还家！”
……
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我才见到这

支解放者小队的最高领导——— 萨德李。
迫降的时候，他和几名队员没有及时跑
上导航台，被飞船的应急系统关在了C区
的运输通道内，两个小时之后才被张颂
玲放出来。

没放几枪就遭到囚禁，萨德李作为
队长很没面子，心情自然不悦，所以他和
我说话的语气带着不客气，我也是可以
理解的。

“你这病秧子就是程复？”问完了，他
却看向了程雪，直到程雪点头，他才看向

我。
萨德李一看就是个东西方的混血

儿，三十岁出头的年纪，下颌留着切·格
瓦拉标志性的络腮胡子，他体格像西方
白人一样强健高大，但黑色的头发以及
四方脸形却有着东方人的特征。

“谢谢你们！”我友好地伸出右手，等
待着他的回应。不过他似乎不懂得握手
是一种礼节，直接无视我的示好，却指着
四散围坐在雪地篝火旁的男男女女说
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大家刚刚获得自由，自然要
庆祝一番。”

他转头看向程雪，语气不乏严厉地
说道：“之前的计划有这部分吗？”

“这……”程雪低下头，“没有……之
前的计划，根本没想到会迫降。”

萨德李焦灼地看了看腕表：“我们现
在得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尽快！”他看
向身边的一个叫迈克的黑人军官，迈克
点了点头，立刻去传达命令了。

“去哪儿？”我问道。
他指着昆仑双子峰说：“连夜翻过昆

仑山，向印度洋方向靠近。”
“这有些难办吧？”我回头看了眼雪

地上或倒或坐的老弱病残，对面的昆仑
山绵延不绝，落差五六千米高，正常人都
不敢保证能活着爬过去，更何况他们，尤
其是他们中至少有500人都是从C区的人
体器官种植区被救出来的。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互联网创业题材的电视剧《创业时代》正在
热播，话题与热度持续攀升。该剧讲述在移动互
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浪潮里，软件工程师郭鑫
年（黄轩饰）带领“天才极客”卢卡（张晓谦饰）在
强敌环伺的商业环境中，凭借一款名为“魔晶”
的手机软件，掀起移动互联网革命的故事。剧
中，济南籍青年演员张晓谦身穿格子衬衫、戴着
黑框眼镜、背着双肩包出镜，一身程序员标配打
扮，栩栩如生的演技与温情笑点吸引了大家的
目光，演活了“创业时代的困与爱”。日前，张晓
谦接受媒体采访。

率真的性格与角色非常像

《创业时代》中，张晓谦出演的卢卡是郭鑫
年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挑战自我极限废寝忘
食攻克技术难关，还能在“魔晶”险遭苹果商店
下架时看破致命漏洞力挽狂澜，助力团队打赢

数次“没有硝烟的战争”，并肩为梦想搏杀。他也
是性格呆萌的IT宅男，初见丈母娘就下跪，跪了
就叫妈的耿直性格也让人忍俊不禁。

张晓谦坦言，卢卡这个角色和他本人非常
像，“我自身也有憨厚阳光率真的一面，尤其是
率真，这些是这个角色给观众外在的直观印象。
我在自己性格特点的基础上，又借鉴了身边朋
友的一些行为习惯来丰富卢卡这个角色。我也
给他设计了一些能体现人物性格的习惯性小动
作，比如长期坐在电脑前面的人，颈椎会不好；
卢卡高度近视，总会探头看屏幕，所以会驼背；
卢卡没有安全感，所以身体会一直紧绷着抱着
自己的书包。”

经过张晓谦的努力，卢卡让很多观众觉得
真实、觉得触手可及，觉得卢卡就像是生活在自
己身边的人。

跟黄轩对戏很舒服

卢卡的世界只有对与错，没有中间量，他

认准了郭鑫年做他的兄弟，就一条道走到黑陪
他创业，哪怕失败和挫折也一次次克服，哪怕
放弃30万的年薪也要陪他吃苦。剧中，张晓谦
与饰演郭鑫年的黄轩对手戏也是最多的。张晓
谦表示，想象中的黄轩应该挺高冷的，不太爱
说话，“我们的第一场对手戏就是‘浴缸泡
澡’的戏份，拍完下来，我俩瞬间关系就很紧
密了，找到了剧中郭鑫年和卢卡那种兄弟的感
觉。”

张晓谦透露，黄轩演戏的感觉也跟他本人
很像，“他这个人平时做事就很稳，所以他演
戏也特别稳。我们俩演戏经常演着演着就会加
一些即兴的点抛给对方，之前也没商量过，每
次都能很心领神会地接上。跟黄轩对戏很舒
服，有一个很搭的对手，演得也很过瘾。”

从艺如创业

戏里，张晓谦是“魔晶”的技术掌舵者；
戏外，张晓谦是业内人口中的“魔方”演员，

每一次排列组合都会带给人新惊喜，而他也致
力于在不断打破、重组的过程中解锁新身份，
他在《兰陵王妃》《琅琊榜》《欢乐颂》《如
果蜗牛有爱情》《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柒个
我》《欢乐颂2》《北京女子图鉴》等影视作
品中的表现，也收获了观众的认可和赞许。

对于张晓谦来说，从艺如创业，“我们每
拍一个戏之前，都要进行一些前期准备，包括
接剧本、试戏，然后导演跟大家聊这个人物，
这也是一个创业的过程”，每部作品也如“魔
晶”一样是他们认真用心的“产品”。谈及未
来最想挑战的角色，他表示：“想演一个特别
开朗、特别暖的角色，但他其实是个坏人。如
果纯为坏而坏，太单薄表面。”未来，张晓谦
也将不断进击自己的演员“创业时代”：“中
戏毕业后，我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多拍戏、拍
好戏。其实，有多少人认识我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大家能记住我演的角色。角色深入人心，
也是一种成功。”

电视剧《创业时代》中出演憨厚阳光率真的程序员

张晓谦：角色深入人心，也是种成功

□ 本报记者 王建

11月8日晚，面对单外援的江苏队，山东男
篮兵不血刃，100：82大胜。算上上赛季五次战胜
对手，山东男篮面对江苏队豪取六连胜，值得高
兴。但是，这样一场胜利仍然无法唤起球迷现场
观战的热情，上座率比上三个主场还要低，冰冷
的球市让人担忧。

对江苏队豪取六连胜

上赛季，山东男篮与江苏队交手五次，取得
全胜。山东男篮占据压倒性优势，除了“三外援”
的绝对实力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战术对头：对
小外援布鲁克斯严防死守，放江苏队的本土球
员投篮。布鲁克斯吸引防守为队友创造了大量
的空位机会，可江苏队的本土外线射术欠佳，命
中率很低，只能一次次吞下失利的苦果。

这场比赛，江苏队的小外援戴森不打，新的
小外援斯隆尚未到队，没有了吸引防守的箭头
人物。同时，老毛病还是没有改观，空位3分屡屡
不中。只有一个拉杜利察还有威胁，但他因为背
伤只打了不到半场球。面对这样的对手，山东男
篮主场大胜就不足为奇了。

双方本赛季处于同一小组，要交手四次，这
四场比赛的胜负对两队的成绩至关重要。算上
上赛季的五场胜利，山东男篮对江苏队豪取六
连胜，为接下来两队的交锋开了一个好头。

双方是竞争对手，江苏队也明白这一点，他
们憋着一股气要改变连战连败的局面，“我们一
共要打四场比赛，我不清楚小组第一意味着什
么，但是他们去年季后赛赢了我们三次，我们如

果战胜他们肯定会意味一些东西。”江苏队主帅
贝西洛维奇表示。

吴楠近期连打三场好球

面对旧主，吴楠命中4记三分，得到全队第
二高的18分。加上客战福建队和四川队的比赛，
吴楠近期连续三场比赛发挥出色。原本吴楠只
是山东男篮在仓促之中的一次引援，现在却成
了全队依靠的重要力量。

赛后，主教练吴庆龙把吴楠带到了新闻发
布会上。“山东队是我的老东家。”谈到对阵老东
家的感受时，吴楠的开场白引来了吴庆龙的掌
声和现场的一片笑声。吴楠接着说：“江苏队里
有很多老朋友，有些情怀在里面。我今天正常
打，鼓励自己果断一点。江苏队只有一个外援，
打得挺好。”

“和去年相比，我们少了很多外线球员，张
春军受伤后，外线的轮转更加困难，需要吴楠打
非常长的时间。”吴庆龙在评价吴楠的表现时
说。吴庆龙表示，除了吴楠，球队的外线球员就
只有一些年轻球员了，“打新疆队的时候我们考
虑过让年轻队员上场，但他们近两个赛季没有
受到锻炼，上去没法马上用，接下来我们会给他
们时间。”

球场上座率继续下跌

这场比赛不光有胜利的喜悦，还有让人担
心的问题。球市冰冷，上座率还在继续下跌。

技术统计给出的数据显示，本场比赛的观
众人数2500人，与主场迎战浙江队的观众人数
相同。但从观感上，这场比赛比对阵浙江队时
要少得多，记者席对面的二层看台的观众估计
不到百人，一层勉强坐了一半观众，记者席对
面的贵宾看台更是可怜，只有7名观众。

上赛季，山东男篮的主场是CBA著名的
“金牌球市”，本赛季却一落千丈。比赛本质
上是一种商品，有出色的战绩和耀眼的明星才
能吸引球迷掏钱购票。在失去了劳森和丁彦雨
航后，本赛季的山东男篮很难做到这一点。这
种情况下，需要更人性化的措施和更暖心的服
务来吸引球迷。目前来看，俱乐部做得还远远
不够，虽然推出了一些票价优惠的措施，但效
果并不明显。

山东男篮主场100：82击败江苏队

大胜对手让人喜 球市冰冷使人愁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11月7日，湖人队球员隆多(右二)在比

赛中突破上篮。
当日，在2018-2019赛季NBA常规赛中，洛杉

矶湖人队主场以114比110战胜明尼苏达森林狼队。

据新华社里斯本11月8日电 葡萄牙男足主帅
桑托斯8日公布了最新一期的25人大名单，头号球星
C罗继续缺席，马里奥、戈麦斯等五名欧锦赛功臣集
体回归。

本月葡萄牙国家队将完成欧洲国家联赛的最后
两场小组赛：17日客场对阵意大利队，以及20日在吉
马良斯主场迎战波兰队。目前两连胜的葡萄牙队只
需客场战平意大利，即可提前一轮锁定小组头名。

本期名单和上期相比有五处变化：多特左后卫
格雷罗和埃弗顿中场戈麦斯伤愈复出，近期表现出
色的里尔老将丰特、国米中场马里奥和本菲卡边锋
拉法也均入选。

本次获召的队员来自八国联赛，葡超联赛和英
超联赛分别有6名和5名葡萄牙国脚，西甲、意甲和德
甲联赛也各有3人入选。在俱乐部层面，有3名球员来
自本菲卡队，2人出自狼队。

葡萄牙国家队最新名单

C罗继续缺阵

据新华社日内瓦11月7日电 日前有消息称，多
家欧洲足球豪门意图另立门户成立“超级联赛”，此
举有可能威胁到欧足联旗下的欧洲冠军联赛。国际
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日表示，如果球员要踢“超级联
赛”，就不能参加世界杯。

“要么离开，要么留下。”因凡蒂诺说，如果巴塞
罗那、曼城、拜仁慕尼黑等俱乐部试图跳脱现有欧足
联竞赛体系另立门户，国际足联将对俱乐部的球员
施加禁赛惩罚，其中包括世界杯、欧锦赛和其他国家
联赛。

德国《明镜》周刊日前公布了多份保密文件和电
子邮件，因此风传已久的“超级联赛”再次走入公众
视线。根据这批资料显示，皇家马德里队正在就计划
在2021年举办的包含16支球队参赛的“超级联赛”进
行咨询，该计划召集了来自西班牙、英格兰、德国、意
大利、法国的11家俱乐部，每家俱乐部都能拥有所有
权股，保证持有20年“超级联赛”会员资格，另外还将
邀请5家俱乐部参赛。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同时借机表示，他提议
的全新的世俱杯将是对“超级联赛”的最好回应。

因凡蒂诺今年初提出了世俱杯改革计划，希望
从2021年开始世俱杯能从现在的每年一届变成每四
年一届，每届参赛队伍从现在的7支增加到24支，以
增加这一赛事的吸引力。他表示，该计划有助于参赛
俱乐部和国际足联增加收入，但欧足联主席切费林
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一方案。

在10月26日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有消息称欧
足联代表曾透露，如果会上要讨论世俱杯改革和增
设世界国家联赛，他们有可能中途退出大会。结果在
理事会期间，因凡蒂诺作出妥协，决定延期决议新的
世俱杯和全球性的国家联赛相关事项，取而代之的
是设立研究该提议的特别工作组。

因凡蒂诺：

要踢“超级联赛”
就别来世界杯

11月8日，上海，颖儿亮相2018风尚大赏红毯。 □CFP供图

▲古德洛克（中）带球飞奔。 □李勇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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