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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就是永葆对世界的好奇——— 见证乱世温暖 回望人间真情———

草原动物园
□ 马伯庸

三七年夏至
□ 未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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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柯罗威教士从官员
手里取回盖了关防大印的文
书，匆匆带着整个车队出了
承德城。动物们还好，车夫们

怨声载道，这么炎热的天气，他们本以为
可以好好放松一下，这回希望全落空了。

失意的车队隆隆地驶出了黑漆漆的
城门洞子，柯罗威教士问老毕怎么办，要
不要干脆继续沿官道北上。老毕建议说
最好不要急于上路，长途跋涉了这么久，
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需要好好休整一
天。他知道承德城外还有个合适的地方，
让教士尽管跟着走。

承德这里的路面用夯实的黄土与石子
铺就，里面还掺杂着许多干草梗，因此比南
边的京城官道更硬实。车轮轧在上面，发出
咯吱咯吱的声音，跑起来颇为平稳。整个车
队沿着承德府暗灰色的高大城垣绕了小半
圈，然后转向西北方向。一过角楼，柯罗威
教士眼前陡然出现一幅壮观的景色。

一条用硕大银锭扣连接的青石大堤
横亘在面前，堤坝用七层灰青色条石堆
砌而成，石块之间都抹着白灰泥浆，狭长
而坚固。石堤旁边是一条蜿蜒的宽阔大
河，河水庄严流淌，如万马奔腾，直至远
方。老毕说这河叫作武烈河，河水丰沛，
到了冬天非但不封冻，反而热气腾腾，当
地人都叫它热河。

武烈河绵延到承德这一段，河道出
现了一个巨大的拐弯。一到夏季丰雨，极

易蓄势涨水。这座银锭大堤最北端到狮
子沟，南到沙堤嘴，长十二里，正好把城
池拢在臂弯内侧，就像一条巨大的石蛇
横卧在前，抵挡武烈河对承德府的侵袭。
有了这个堤坝，非但承德府得以平安，就
连沿岸也受益匪浅。

在河堤向东大约一里的地方，有一
道闸门，用来排泄城中积水，泥沙大多积
蓄在这里。日积月累，这道闸门附近的河
岸抬升，水位很浅，逐渐形成了一片长满
芦苇的浅滩子。

这里取水非常便当，又靠近官道，地
势很好，完全可以扎营驻留。很多舍不得
在城里住店的商队，就把队伍拉到这里
露营，叫作驻马石。老毕曾经住过一次，
所以知之甚详。

车队抵达以后，老毕打了个呼哨，车
夫们纷纷把辕马卸下来，赶到河边让它
们喝水。教士想了想，亲自牵着万福走到
芦苇滩旁，示意她试着往水里站站。

万福对巨大的水声感到很畏惧，向
后退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教士要把她往
这么可怕的地方赶。教士没有催促，而是
自己先向水里走去，步履稳定，眼神坚
定，直到水流没过膝盖才停住。他转过
身，向万福做了一个欢迎的手势，像是一
位和蔼的父亲在召唤孩子。

在教士的鼓励下，万福战战兢兢地
朝前移动。她的脚掌试探着踏入水中，溅
起一圈水花，受惊似的又退了回去，过不

多时，又一次小心翼翼地迈进去。这一次
她走得很踏实，粗壮的脚掌一下子就落
到了水底，淤泥和水草打着旋儿浮起来，
还跃起一条小小的鱼。

一步又一步，万福慢慢地朝武烈河
的中央走去，很快半个身子都沉浸在清
澈的河水里。对她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
体验，从前万牲园的饲养员最多会泼几
桶井水，北京城可没机会让她如此奢侈
地在水中嬉戏。

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武烈河的河水显
得非常清凉。澎湃的水流不断撞击着大象
的身体，丝丝缕缕的凉意渗入万福的意
识。万福下意识地试探着把长长的鼻子探
入水中，吸进满满一管水，再翘起来，朝着
自己身上喷去。高压水流从鼻孔里高速射
出，如同一阵暴风吹走了脊背上的层层灰
泥，那是这几天长途跋涉所积累下来的汗
液与尘土。紧接着，又一束清洁的水流喷
涌而来，这次万福把鼻孔放得更近了一
些，水流横扫大象厚皮上的每一条褶皱，
像耙子一样勾出了沉积多年的硬质污垢，
把它们刨松、泡软，然后冲刷一空。

水流持续不断地从万福的鼻孔喷
出，一条条黑腻腻的浊水像罪孽一样，从
万福的身躯流泻而下，很快散在河水里，
消失至无形。随着冲刷，她污灰色的皮肤
上出现了一道道浅浅的白痕，而且在不
断扩大，那情景，简直让人怀疑她偷了虎
纹马的皮披在身上。

久远的回忆越来越遥
远，眼前的是零碎的日子。

戏班子的枝节不是没
有，归凤是凤凰般的头肩，

为人低调乖巧，自是处事妥当些。有些
个做不妥当的，每每教班主夫妇焦头
烂额。一些个姐妹学了赌，输了账面
没的还，赌客拿刀冲进戏园子，杜班
主少不得点头作揖，打发了去。他回
头气急攻心，指那不成器的：“白面
杀人赌博丧志，头肩没当上惹来这样
一身臊气！”

被骂的是筱秋月，人灰头土脸
的，尖盘子脸更尖，抓着班主的裤腿
哭闹。她娘和她妹妹也来求情。筱秋
月的妹妹也是戏班子里学戏的，叫小
蝶，晚归云几个月拜师，人前人后都
唤她一声“师姐”。这回为了她亲姐
姐的事，哭得梨花带雨，归云不由得
安慰了好几番。

小蝶说：“她很欠了一笔债，人都
追到家来了，实在没法子才来这里丢
人。可那么多钱怎么还？份子钱也不够
啊！东拼西借，还欠不少。”

归云帮着想到了些贴补的法子，她
知道小蝶有个舅舅在浦东有自家的苗
圃，建议小蝶可以效仿现今流行的卖花
姑娘，在舅舅家的苗圃低价买些玫瑰
花，去法国公园高价卖给洋人。这样除
了唱戏的份子钱，还有额外酬劳可赚。

小蝶一想也对，只是面嫩，嗫嚅：
“师姐——— 你陪我去吧？”归云拒绝不
得，又怕她一个人做事不牢靠，也就陪
着去了。

归云和小蝶议定，礼拜天清晨天未
亮就起身，迢迢去了浦东，买好花，再
搭摆渡船回浦西，待到了法国公园，日
头已高。两人腹内空空，就在路边的面
摊胡乱吃些阳春面。

小蝶毕竟年纪小，心思活，看到奇
异的忍不住叫归云一道看：“师姐，那
里有个洋妞穿旗袍哩！好怪。”

归云望过去，果真呢！她正看见那
人从黄包车里跨出来，先是一只洁白的
脚背，整个脚裹在一只黑色缎面绣着牡
丹的尖头高跟鞋内，另一只脚也跟着踏
出来。再往上看，是黑色绣牡丹的旗
袍，裹着丰满的、白皙的女人的身体。
阳光底下，发是金的，金如晖，眼是碧
的，澄如海。真是个穿旗袍的外国女
郎，这在马路上很触目，路人不免多望
几眼。

女郎难耐又好奇地四处看看。她转
个身，身后还有人，是个穿黑中山装的
青年，在公园的墙角正停自行车。女郎
叫了声，竟然讲的是中文：“嘿，阳，
你准备请我吃这个？”她指的是路边的
小面摊。

青年走近了，斜背着高高的画板，
挡住半个身形，只能听到他清朗的声

音：“怎么？千金小姐不肯纡尊降
贵？”

女郎笑了，叽叽咕咕说了两句洋
文，那青年也会，答了两句。女郎似乎
不愿吃，青年也不勉强，先一起进了公
园。

归云同小蝶吃饱了，也收拾好水桶
花束，买了门票进了公园。本来公园等
闲也不让进，但凡在里头摆摊的都是托
了关系的。归云也托了关系，央了一个
姐妹的干娘，她是公董局秘书贴身翻译
的太太。故才得来这便宜。

杜班主也知晓，对她说：“你费心
思了。”

归云说：“秋月姐也是一副好嗓
子，总不能就这样毁了，看在小蝶的分
上，用这法子，也好教她知道家里人为
了她不容易。”

杜班主点了头，归云才放手去做，
一心要把事情办好。

法国公园里满眼茂密的梧桐枝丫，
漫漫展着，一片绿海。归云张开双臂，
深深吸口气，清风拂面。她神清气爽，
同小蝶互相给对方别上一枝栀子花，添
增了不少中国风情。

她们的主顾是公园里衣着摩登散步
的人，有洋人，也有赶时髦的中国人。
小蝶有了归云相伴，胆子也大些，两人
都执了花在人堆里兜售。许是景衬人更
娇，洋人都颇喜欢问她们买花。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实习生 刘登辉

日前，“电影科技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国
内外电影科技领域领军人物共话电影未来。自电影
诞生100多年来，电影生产凭借技术革新迈过一个
又一个关卡，而电影艺术也从单纯的纪录片断完成
了跨越式的意义创作。

在电影创作过程中，技术如影随形，技术带来
的革命性、颠覆性创作更无法被忽视。技术与电影
的微妙关系是业界热议话题，如何让技术为电影
“锦上添花”更是业界不断探索的方向。

技术是电影的“影子”

2016年，首次采用3D/4K/120帧技术的李安新
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引爆世界影坛，影片近
乎真实的清晰度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银幕与观
众之间的隔阂似乎消失了。2010年上映的3D巨制
《阿凡达》曾掀起一场关于“技术革新电影”的大
讨论。据悉，该片60%的画面都是全CG效果，为
此，导演卡梅隆专门开发一种虚拟摄像机，以便在
拍摄真人表演时能够更准确的进行预览。最终，该
片累计27亿5400万美元的票房“笑傲全球”。

毫不夸张地讲，电影的发展史其实是一部技术
变革史，电影技术在不经意间创造一个又一个高
潮。1894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出世界上第一架比
较完善的、灵活轻便的手提工“活动影戏机”，世
界电影史的大幕由此掀开。电影由技术催生，而历
史上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以一个固定镜头同样
纪录了技术的瞬间。20世纪初期，有声电影和变焦
技术走进公众视野，紧接着彩色电影和宽屏幕打开
了电影新世界，防抖摄像机、特效艺术随之而来，
90年代后逐渐诞生了数字3D电影。步入新世纪后电
影技术日新月异，如今处于舆论焦点的VR技术似
乎正在引领下一波影视创作的高潮。

市场倒逼技术进步

近十年来，国内电影院银幕数量迅猛增长，据
统计，目前国内银幕总数已达41179块，我国成为
世界上电影银幕最多的国家。2016年，国内电影总
票房达到了492亿元。国内电影产业从2011年电影

票房刚过100亿元，到去年年底接近500亿元，每年
在跨越一个100亿元左右的台阶。飞速扩张的电影
市场、放映市场的技术进步，倒逼国产电影要紧随
一流电影的制作工艺。

徐克在执导电影《智取威虎山》时，看到李安
新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后，立即叫停“威虎
山”。为了20分钟完整的打虎上山特效，电影推迟
一年拍摄。这一决定不仅是出于艺术创作追求，背
后亦不乏商业票房的市场考量。在2014年圣诞节,电
影《智取威虎山》上映，“打虎上山”的特效镜头
好评如潮，一跃成为年度票房黑马。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需求是科技发展的推
动力。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张伟认为，人
类对文化艺术作品的需求是电影技术变革的动力。
“未来中国电影要走高科技自主创新发展的道路，
要全面提升国产影片的科技含金量，全面提升视听
质量和影院的观影体验，加快创建基于大数据分析
和机器学习技术的现代电影智能化生产创作流程和
业务模式，促使电影工艺流程和产业的结构化升
级，以实现科学发展产业规律、准确把握产业趋势
和有效规避产业风险。”

技术与艺术的博弈

技术对电影产业带来的变革不容忽视，但也引
发不小争议。彩色电影问世之后，被视为打开电影
新世界的大门。但仍有不少电影导演醉心于黑白片
拍摄，不接受彩色片，在他们看来，彩色片折损了
黑白片富有创作空间的光影效果。3月上映的剧情
片《八月》即采用了黑白影像，导演张大磊认为，

“黑白”更适合那个比较简单的年代。
任何一项技术的出现都会激起不同的声音。李

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采用全新3D/4K/120
帧技术巨制，也遭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电影技术
所营造的奇观是为服务于电影本身，基于此，部分
影评人认为，“李安将新技术置入一部文艺电影的
做法本身就值得怀疑，所谓沉浸式的体验甚至抽离
了电影本身”。对此，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
联合会副会长张丕民说道：“电影本身就是艺术与
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艺术与技术对电影来说如同鸟
的双翼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精湛的艺术品质加上精
良的制作水平，能使一部电影作品锦上添花。一部
缺乏视觉奇观的好莱坞大片令人乏味，而一部满是
特效的文艺电影不免惹人生厌。”

其实，电影的科技感太弱或太强都不是什么好
事，“适合”永远是第一位的。对于电影创作来
讲，故事往往是最动人的，大浪淘沙，经典犹存。
经典之所以能永垂不朽，不是技术有多么惊艳，而
是故事本身的魅力无可替代。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淄博4月27日讯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淄博市委市政府、山东
影视传媒集团等单位联合摄制的文化纪录片《稷
下学宫》，27日在淄博市临淄区齐文化博物院举
行开机仪式。

该片总编导李九红介绍，稷下学宫兴起于战
国时期，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的特殊形式
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蔚为壮观的“百家
争鸣”，就是以稷下学宫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作
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孵化园地，稷下学宫促进
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为后世中华文明的
灿烂辉煌奠定了深厚悠远的思想文化基础。《稷
下学宫》纪录片2001年已经开始策划，后因拍摄
难度大等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在鲁剧、山东电
影品牌逐渐形成影响后，我省提出打造‘纪录山
东’品牌，《稷下学宫》成为‘纪录山东’第一
个重要作品。”

据制作方介绍，该片的拍摄将互联思维、国
际视野、故事呈现、历史再现与文化探究的互动
融于一体，试图通过独特的讲述方式和影像表达
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稷下学宫》拟
定国内版为5集，每集50分钟；国际版为同名纪
录电影，时长90分钟。

技术与艺术，推动电影发展的双桨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７日电 继李永波日前
进入中国奥委会专家委员会后，国家体育总
局乒羽中心２７日对外正式宣布，李永波卸任
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国家队不再设立总教
练和副总教练岗位，改由夏煊泽、张军分别
担任中国羽毛球队单打组和双打组主教练，
王伟担任国家二队主教练。

据悉，对中国羽毛球队现行体制和主要
教练员进行调整，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体育
总局关于加强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的各项改
革措施和要求，确保完成东京奥运会任务。

此次调整有几大变化。首先，缩短战
线，集中备战，建立健全队内竞争机制，羽
毛球队设立国家一队，集中精力备战东京奥
运会；第二，将目前国家二队与国家青年队

合并，成立国家二队，全力选拔培养年轻选
手，既为国家一队培养输送尖子队员，促进
一队形成竞争，同时为２０２４年奥运会培养储
备人才；第三，从目前国家羽毛球队教练员
实际和承担东京奥运会任务需要出发，国家
队不再设立总教练和副总教练岗位，设立双
打组和单打组主教练岗位，原副总教练田秉
毅和钟波担任国家队顾问。第四，新的国家
羽毛球队教练团队组建后，将紧密围绕完成
东京奥运会的各项备战工作设定，从强化团
队建设、队伍教育整顿、完善队伍规章制
度、拟定备战东京奥运会实施方案、加强宣
传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确保队伍以崭新的
面貌和精神状态做好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

夏煊泽今年３８岁，曾夺得过２００３年世锦

赛冠军、悉尼奥运会男单铜牌。退役后，他
留在国家队执教。伦敦奥运周期伊始，他出
任国家队一队男单主教练，中国队在伦敦奥
运会和里约奥运会上均夺得男单冠军。

张军今年３９岁，曾多次夺得混双世界冠
军，并在悉尼和雅典奥运会上连夺混双冠军。
退役后，张军留在国家队执教，一直负责双打
训练。伦敦奥运周期开始担任国家队一队男双
主教练，中国队在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上
收获一枚混双金牌、两枚男双金牌。

王伟今年３７岁，曾是国家队优秀男双选
手，在众多国际比赛中取得过不俗战绩。伦
敦奥运周期，进入国家队执教，一直担任男
双主教练张军的助手，为男双两夺奥运会冠
军作出很大贡献。

李永波卸任国羽总教练
夏煊泽和张军分别出任单打组、双打组主教练

□CFP 供图

●科幻惊悚片《圆圈》在美国纽约举行首映礼
当地时间4月26日，由詹姆斯·庞索特执导的科幻惊悚片《圆圈》在美国纽约举行首映

礼，主演艾玛·沃特森（上图）、汤姆·汉克斯和凯特·布兰切特等纷纷现身助阵。

▲夏煊泽 ▲张军

文化纪录片《稷下学宫》
临淄开机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４月２６日电 正在智利
圣地亚哥举行的南美洲足联大会２６日公布了该组
织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间损失１．２９亿美元（１美元
约合６.９０元人民币）资金的证据。参与调查的人
员认为，该组织因部分领导人腐败造成的损失数
额可能更大，估计超过１．５亿美元。

南美洲足联展示的证据是在最近１０个月内通
过内部调查获得的结果。调查期间，所有南美洲
足联官员的电子邮件和电脑内的文件都被检查，
此外被调查的还有各种会计文件、银行账目、合
同等。分析取证的文件超过２００万份，并进行了
４０次证人对话。所有这些资料都送到纽约专门负
责国际足联案件的机构和巴拉圭（南美洲足联总
部所在国）检察院备案。

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间，莱奥斯、菲格雷多
和纳波特担任过南美洲足联主席，现在这三人均
已被捕。其中莱奥斯收取的非法资金最多，向莱
奥斯个人账户直接汇款额就达到２６９０万美元，目
前莱奥斯在其亚松森的家中软禁，正在等候被引
渡到美国接受判决。

南美洲足联现任主席多明格斯说：“这是足
球史上历史性的一天，我们也承诺这种事情不会
再发生。”

南美洲足联内部调查确认
官员挪用１．２９亿美元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４月２６日电 巴西足球协
会２６日表示，他们此前提交给南美洲足联的申请
已获得批准，他们将在２０１９年巴西美洲杯中邀请
６支非南美球队参赛，届时参赛队伍将有１６支。

除南美洲足联的１０个成员，即巴西、阿根
廷、乌拉圭、巴拉圭、智利、秘鲁、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之外，其余６支
队伍目前还未最终确定。

巴西足协表示，他们可能邀请来自北中美及
加勒比地区足联的队伍参赛，其中美国、墨西哥
等此前已有参加美洲杯的经历。同时，法国、西
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这４支欧洲队伍也在受邀
考虑范围之内。此外，巴西足协还透露，不排除
邀请亚洲队伍参赛的可能。

据了解，２０１９年将会是最后一次在单数年份
举办美洲杯。此后，２０２０年美洲杯将根据２０１６年
“百年美洲杯”的形式再次于美国举办，随后每
隔四年举办一次。

２０１９巴西美洲杯将邀请
６支非南美球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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