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村

多年前一个春寒未退的深夜，
我在绿皮火车中经过南京长江大
桥，在它的胸膛里穿行。这是我与
这座大桥的第一次相见。从那时直
到今日，提到南京，脑海中第一个闪
现的就是这座大桥。不仅是我，很
多生活在这座城里的异乡人，都对
它情有独钟，比如湖南籍作家刘跃
清。他原是军旅作家，一当兵就到
了南京，2017 年初转到地方上工
作。此后历经几年的采访和创作，
他的《天堑变通途——南京长江大
桥纪实》终于出版。

本书分为十一个章节。第一
章《此岸与彼岸》从“长江锁阴，南
北枢纽”的天堑险要落笔，以民国

时期南京的邮轮“夜间不渡，大雾不渡，涨潮不渡，台风不渡”，反衬出新中
国南京长江大桥风雨无阻的畅通。接下来，《完美与缺憾》《白露为霜》《江
水与火焰》《人在沉井在》等七个章节，以时间为序，写了如何选址、怎样消
解设计中的分歧、如何面对和解决种种技术难题，还有困难时期简陋条件
下的艰难施工和各种抢险故事，生动翔实地记载了大桥从构思到落成的
艰苦历程。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八个字，撑起了大桥建设者们刚硬的脊梁骨：
“潜水服在近 9个大气压下像胶布一样紧紧贴在身上，扯都扯不开，耳膜嗡
嗡直响，疼痛难忍，想转动一下眼球都很困难，血液像是凝固了一样，呼吸吃
力，行动非常困难。”“水上桥墩围堰内需灌注上千立方米大面积混凝土，机
关人员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全部上阵，连续两天三夜。机关承包了两座混凝
土工厂，水泥、砂、石等喂料，全部肩挑人扛……”“一天三班倒，到了午夜时
分，大家又累又饿又困，这时食堂给在桥墩上参加施工的——无论处长、队
长还是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每人分发了一片两指来宽的红烧肉，大家就
着一个馒头，吃得那个香呀……”

这本书体现出来的不仅有当时生活和工作的艰苦，还有干群关系的亲
密无间。同时，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为了这座“争气桥”而给予的无私支援
也尽现笔端，读来让人心生温暖。本书后三章《保卫大桥》《闪亮“名片”》《永
远的大桥》，则从大桥落成后的安全保卫工作、近年来的修缮保护等方面入
手进行了精彩叙写。

书中最吸引人的，是作者走访了很多当年的桥梁设计者、建设者和保卫
者之后，以严谨的考据为基础而复现出的大桥建设历程。文中穿插了大量
亲历者的回忆实录和珍贵的资料照片，格外具有现场感。为什么大桥的踢
脚石高度是 30厘米，栏杆高度是 130厘米？首次试通车，总工程师陈昌言
为什么毫不犹豫地爬上载重火车头？大桥栏杆浮雕上的图案是如何确定
的？桥头“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雕塑中有怎样的故事？大桥上的岗楼是怎
么来的？一个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在书中得以披露。阅读本书，让人
仿佛可以看到，在风里雨里、水里泥里，那些舍生忘死的普通劳动者，那些牺
牲了舒适生活甚至献出生命的建设者们平凡而伟岸的身影——那是新中国
高昂的头颅。

几十载江流滚滚，大桥屹立。两岸的人们驱车如梭，自由往来。人们热
爱这座桥，也热爱它所象征的民族精神。在人们心中，它承载着一个时代的
记忆。有此书为之记，真好。7（《天堑变通途——南京长江大桥纪实》，
作者：刘跃清，出版单位：南京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9月）

□本报记者 赵大明

随着《双子杀手》的上映，“4K＋
3D＋120帧”的放映标准也成为业界
人士和广大观众热议的话题。其实早
在 2016年，同为李安导演的《比利林
恩的中场战事》就曾推出过这样的版
本，但当时全球只有 5家影院能够支
持这种技术规格的放映，其中 3家在
中国。不少影迷打“飞的”奔赴这些影
院，只为一睹电影新技术的风采。然
而，由于投入高、片源少，《比利林恩的
中场战事》下线后，放映设备就被影院
弃用，“4K＋3D＋120帧”的观影体验
也戛然而止。

时隔几年，随着放映技术的快速
发展，也许有影迷已经发现，最近在一
些城市的网络订票平台上出现了一个
新鲜的字眼：CINITY。CINITY影院
系统正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发、具有独
立知识产权的放映系统，专门适配

“4K＋3D＋120 帧”的高格式电影放
映，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于
今年 8月正式推出。据了解，目前国
内已有 30家影院拥有这种高格式电
影放映系统，这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又
有了“尝鲜”的机会，“认‘帧’观影”的
口号再次被喊了起来。

10月 22日，记者在郑州奥斯卡熙
地港影城内的我省唯一一家 CINITY
放映厅，现场体验了一下 CINITY 系
统的实际效果。果然，相比“普通
3D＋60 帧”的版本，“4K＋3D＋120
帧”的画面更明亮一些，背景虚化的部
分更具有真实感，夜晚场景的细节也
呈现得更好，整场下来，眼睛也未感到

疲劳。同样的，影迷们在新媒体平台
上的留言也多是好评：“已经非常接近
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感官体验了。”

“感觉银幕不存在了，自己仿佛就在现
场。”“过去是‘它冲出来了’，现在是

‘我进去了’，这是很大的转变。”
长久以来，电影拍摄的统一规格

是 24 帧/秒，而“4K＋120 帧＋3D 实
拍”可获得40倍的数据量（4倍的每帧
像素、5倍的帧数和双机拍摄）。“就3D
电影来说，普通版本的容量不过几百
G，而CINITY版本的容量是它的好几
倍。”奥斯卡影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赵一楠介绍，一般来说，普通
3D 影片的技术格式是“2K+3D+24
帧”，成本相对较低，但常被人诟病亮
度不够、画面层次感差、细节显示不
全、动作不流畅等等，而像《双子杀手》
一样的高格式影片则能够较好地解决
这些问题。

但是,与技术发展不相匹配的片
源依然匮乏，目前全球真正的高格式
影片屈指可数，投资数百万建设起来
的 CINITY 放映厅会不会再次面临

“无米下锅”的窘境？其实，在《双子杀
手》之前，火爆“国庆档”的国产片《我
和我的祖国》已经制作出 CINITY 版
本并享有单独的排次号，和 IMAX、中
国巨幕等并列。如果像CINITY一样
的影院系统能够获得广大观众的认
可，或许会有越来越多的影片推出高
格式版本。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
物以稀为贵，目前，CINITY放映厅在
高峰时段的票价比普通 3D电影高出
不少，让消费者普遍接受也可能需要
一个过程。除此之外，高格式影片对

人们审美习惯的颠覆，恐怕也会是一
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看惯了保持

“间离效果”影片的观众，面对“沉浸
感”强烈的影片时，会不会觉得电影本
身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呢？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自从10年
前《阿凡达》上映带动了 3D电影的异
常火爆和大部分影院的硬件升级，关
于此类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歇。
《双子杀手》的一些宣传海报上写着这
样的话：“李安的一小步，电影的一大
步。”一些业内人士这样评价：技术是
《双子杀手》的卖点，也是李安的筹码；
他想赢的不是钱，而是电影史的下一

页。毫无疑问，全新的观影方式一旦
成为习惯，将会颠覆人们对传统电影
的认知。

未来电影的方向是否会因为新技
术发生巨大的改变，尚需拭目以待。
但话说回来，从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电
影开始，电影的发展史也是科学技术
的进步史。无论是3D银幕、杜比影厅
的普及还是 CINITY 影院系统的出
现，都是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
体现。不管怎么说，在这个被海量的
短视频和小屏幕淹没的时代里，如果
我们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走进影院的
理由，总归是一件美好的事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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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李晋

创意，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关键
词。但创意往往来自一瞬间的灵感，无
法随时迸发。德国知名设计师古德伦·
韦格纳的著作《不枯竭的创意从何而
来》，无意于学术探究，意在启发思维。
书封上一句“你缺少的不是创意，而是自
我管理”可谓是全书要旨，言明“创意”产
生之源头。

本书以《挖掘你的创意潜能》开篇，
分为七章。在首章中，韦格纳提出一个
有趣的观点：“创意人制造了混乱之
美”。他拿英国著名画家培根的工作室

举例，说工作室看上去很凌乱，但每样东
西都有存在的意义。一片狼藉没有阻碍
培根的成功，这说明创意产生于沉静的
内心，优秀的创意人应该避免因环境而
产生任何困扰。而在谈到如何为自身的
创造力发展争取更多空间时，韦格纳用
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了五个步骤：清空
大脑、给任务主题分门别类、确认任务的
优先级、筛选出重中之重的任务、捆绑任
务。上述种种值得一试，或可帮助我们
迅速、高效地完成常规性事务。

我们常常会面临创意枯竭的问题。
韦格纳认为，可以采取“旁敲侧击”的方
法，如健康饮食、保证充足的睡眠、聆听

能够激发灵感的音乐、按时休息等。这
些无关工作的事情，能在一定程度上让
人保持积极的态度。良好的心态加上对
世界的热爱，是创意不断闪现的基础。

韦格纳比喻说，创造力是一块肌肉，锻
炼它会让你乐在其中。《不枯竭的创意从何
而来》，为我们进一步支配大脑、开发思维
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社会科学家布伦·布
朗说：“创造力让我可以与全世界分享我的
内心”，这是创意人的心声。创意之路虽非
坦途，但有志者会砥砺前行。7（《不枯竭
的创意从何而来》，作者：[德]古德伦·韦格
纳，出版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时间：2019年7月）

□张冬云

上周末观看《双子杀手》，虽不是

“120 帧”，但已为我带来很大的惊喜。

导演李安说过，这部片子有极美的画

面，让人想住在里面。诚哉斯言：无论

是画面的清晰度、亮度还是纵深感，本

片都远远超过一般的 3D 影片，让人尽

情享受“沉浸感”。比如片中 51 岁的

亨利和 23 岁的小克驾驶摩托穿越街

头的那一大段打斗戏中，巨量的视觉

信息让观众如同骑在摩托车上狂奔、

漂移，窄巷内间不容发的闪避、与对手

隔空对射等场面，更是让人产生了强

烈的眩晕感。

李安的每部电影都像一口井，任

由 观 众 从 中 打 捞 出 各 种 情 绪 与 思

考。而在《双子杀手》中，最打动人的

无疑是“三个亨利”的故事。顶尖杀

手亨利手上有 72 条人命，惊心动魄的

过往一直在困扰和折磨着他，让他长

期失眠、夜不能寐，又骄傲又忧伤的

气 质 很 符 合 李 安 电 影 中 的 人 物 特

质。电影开头，亨利险些失手，当一

个小女孩靠近他的暗杀对象时，他犹

豫游移，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精准地击

中目标。他想退休，却被自己的组织

追杀。组织派来的让他心生惧意的

对手，正是他自己的克隆人小克——

一个 23 岁的、更少恐惧迟疑和道德考

量的自己。

但小克终归还是有人性的，他依

恋他的制造者爸爸，他也会失眠，有痛

苦和惶惑，他流下的晶莹泪珠证明了

他不是一台机器。影片结尾处，亨利

和小克并肩对抗一个更加强悍的面具

杀手。当亨利摘下他的面罩，赫然发

现这又是一个小克，也就是第三个亨

利。垂死的第三个亨利眼神空洞而没

有情感，肉体也没有疼痛感，已然是纯

粹的杀人武器。这是全片最令人心生

寒意的一幕。

或许，李安想表达出这样一种观

点：人之所以为人，恰在于他的脆弱和

“缺陷”。德国著名戏剧家、诗人布莱

希特在诗中写道：“将军，你那轰炸机

十分坚固，它快过风暴，载重胜过大

象，可惜它有个缺点，它需要个装配

匠。将军，人是很有用场的。他能飞

行，他能杀伤。可惜他有个缺点：他能

思考。”人类是脆弱的，一颗子弹就能

夺走我们的性命，一场不如意的爱情

就会让我们痛不欲生。对于人类而

言，无忧的生命是一个伪命题。“三个

亨利”的故事，也可以看作“自我”“本

我”和“超我”的较量。

有人批评《双子杀手》的形式大于

内容，事实上，它的本质仍是充满哲思

的。李安把抒情的沙子磨成纳米，掺

进了前沿技术这碗饭里，商业片的外

壳和并不具有颠覆性的克隆人故事背

后，仍有他的深度思考。通过它的故

事，李安提出了疑问：人类是什么？而

通过它的技术，李安提出了又一个疑

问：电影是什么？

从文艺片到战争片，从武侠片到

西部片，从伦理片到奇幻片，李安无一

不拍，“心有猛虎，细嗅蔷薇。”64 岁的

他没有选择留在舒适区老去，而是进

入电影的王国燃烧。7

□王珉

作为美国迪士尼公司 2019 年的

代表作之一，《沉睡魔咒 2》背倚女演

员安吉丽娜·朱莉和原创动画《睡美

人》的魅力，不仅散发出经典童话的光

彩，也对原来的古典剧情进行了现代

化的升级：现代的情感、精美的“服化

道”、优良的特效，以及将女性从等待

解救的刻板形象中解放出来的精神内

核。

本片剧情主要围绕魔女玛琳菲

森和王后之间的权力冲突而展开，较

好地补充了《沉睡魔咒 1》的剧情。片

末高潮处的人妖大战以及人妖融合

的大团圆结局，和前作突破性的反英

雄设定一样深化了主题。国家分裂

和种族对立的题材，在魔法世界中也

因此有了合家欢式的生动呈现。迪

士尼的《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小飞

象》《狮子王》等作品都是精美的量产

童话故事，而两部《沉睡魔咒》也有着

华丽的视觉盛宴，表现出大自然的旖

旎玄妙和洛可可风格的魔幻世界，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原创作品的

边界。

本片并没有摆脱迪士尼乃至好莱

坞作品一贯的商品属性，但正如肯尼

斯·布拉纳的《灰姑娘》捕捉到了迪士

尼精神的魅力所在一样，《沉睡魔咒》

中女性自我解放的设定也为这一系列

赋予了别样的气质：女主角不是等待

救赎的公主，而是从黑暗中重生的黑

女巫——这位女巫是受尽委屈和误解

的母亲，看起来既脆弱又强大。

就国内的票房来看，《沉睡魔咒

2》反超了同期上映的《双子杀手》，某

种意义上来说，纯真童话的风头盖过

了“技术流”。魔女看似邪恶的外表下

怀揣着一颗善良之心，这种戏剧化的

设定,或许也会让在现实世界中渐渐

冷漠的成年观众动容。7

□黄东光

《活着，不着急》是作家苏童的
散文精选集，分为六辑，所选篇目生
动地呈现了作者对童年的回忆、江
南水乡的阴柔之美以及作者在文学
创作等方面的心得体会。质朴的文
字传递出的是深沉的意蕴：生活需
要宁静和安然，不必着急。当我们
以不疾不徐的姿态行走于世间，悠
然地迈好人生的每一步，我们的生
命便会变得日益饱满和精彩。

在书中，苏童回顾了童年时代
的特殊经历。那段悲欣交集的岁
月不仅使他对人生有了深深的体
悟，也为他日后的文学书写提供了
充盈的思想内核。彼时的苏童，跟
随 父 母 住 在 江 南 一 家 化 工 厂 对
面。他时常生病，忌盐，父母遵照

医嘱让苏童在家休养了半年。生活上少盐寡味的苏童把目光投向化工厂
上下班的师傅们身上。从他们朴实的人生追求中，从他们乐观向上的生
活态度里，苏童体会到了洒脱和简静，懂得了坚毅和刚强。不久，怀揣着
一心向学的热切渴望，身康体健的苏童迅速融入校园，在琅琅书声中重新
找回了久违的自信。

苏童一天天变得成熟起来。他深深懂得，平凡生活中虽处处艰辛，但
只要不失去理想和信念，终将迎来灿烂和光明。书中，他记录下一辆“凤
凰”牌自行车载来的暖暖亲情，也形象地刻画出当年凭票购买自行车的诸
多窘境。自行车见证着厚重的父爱，也让人一窥计划经济时代的凡尘世
相。饱满的人间爱、灼热的世间情，让那段清贫的岁月涌起无数温暖和感
动。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真挚爱恋，少年苏童又怎么会往返十几里夜路，奔
往邻村去看一场露天电影？在一次次的搬迁和远行中，苏童对乡情的眷
恋越发浓厚。正如他在书中所言：“那不是一个美好的年代，但是在一个
并不美好的年代，会出现许多美好的夜晚，使你忽略了白天的痛楚和哀
伤。一切都与生命有关，而与生命有关的细节总是值得回忆的。”他把一
切苦难和不幸比喻为“白天的痛楚和哀伤”，而把幸福和快乐比作“美好的
夜晚”，传递出豁达和从容的生活态度。悠然而不离不弃地活着，星光就
会洒满路途。

身为作家，苏童对于如何把握生活的节奏亦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
解。他从一名年轻男子因急于为年幼的孩子寻找尿片而在骑车时撞上卡
车说开去，提醒人们“急躁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通病”，但我们完全可以

“用理性控制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如此，危机便仅仅成为正常生活
的一个部分了”。对于那些凡事追求速成的人来说，这不啻为最好的精神
指正。

书末，苏童介绍了自己的文学历程，回答了广大读者普遍关心的一些问
题，比如《妻妾成群》《河岸》和《黄雀记》的创作缘起等。不难看出，正是对纷
繁世界的独特认知，让他以“活着，不着急”的坦然书写着世界的曼妙多姿并
始终保持着优质和高产，为我们奉献出一部部力作。

“毕竟生活就像呼吸一样，不曾有一刻停止，又何必着急，反而是那些急
躁的人，越着急，生命便越显得枯燥与短暂。”咀嚼着这些意味深长的话语，
领略着点点滴滴的智慧，一颗茫然躁动的心也会渐渐变得轻盈。7（《活
着，不着急》，作者：苏童，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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