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强国，文化兴国。曾几何时，在

科技领域被频频“刷屏”的关键词，VR（虚

拟现实）、AR（增强现实）、大数据、AI（人

工智能）等正悄悄演变为影视行业的讨论

话题之一。

如今，国内影视创作迎来了新的机遇

与挑战，无论是社会还是观众都急需更多

更好的，能反映出当下老百姓美好生活又

兼具艺术性的影视作品。在今天这个追

求创新的时代，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

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

新，科技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个

角度说，影视行业要想突破现有禁锢，再

创新佳绩，或许拥抱科技，拥抱创新，尊重

影视创作规律就是可行之道。

众所周知，内容是影视创作的基石。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反观如今的影视作品，或许有许

多播放量、热度比较高的作品，但观众真

正能汲取到的营养有多少呢？而能达到

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作品又有

多少呢？因此，要真正重视内容创作，重

视剧本创作，重视编剧自身的知识储备与

文学素养。

显然，编剧创作的题材是五花八门，

有悬疑、现实、历史等，而每一个新题材的

创作都是需要新知识储备，而获取知识是

需要学习时间的，是要下苦功夫的。但如

果我们把基础资料搜集工作交给 AI大数

据的手段进行检索整理，那将大大节省编

剧时间，还可提高知识广度与深度。

终归有一天，AI可以写剧本。但同时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 AI 大数据挖掘的是

已经发生的事情，通过这些数据积累进而

能精准预判这件事情今天在影视领域还

做不到。对于文化产业之外的其他行业，

笔者觉得大数据预判并不难，对于影视行

业却很难做预判，毕竟判断观众的喜好，

光凭数据说话可不够。但我们仍然对未

来人工智能解决创意问题抱有愿景，希望

它能够解决我们在创意生产上 70%的问

题。把更多的、高端的、情感的、拔高的和

创新的部分交给思想活跃的编剧，希望编

剧能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这种方式

把无用功解决掉，把试错的部分解决掉。

当我们用科技手段解决了剧本问题，

就该思考解决下一个问题，如何在生产阶

段利用好科技力量提高创新能力，帮我们

早日实现流程化进而完善影视工业化。

目前，影视产业还没有完全实现流程化，

更别说工业化。我国每年电视剧产量超

万集，几百部作品蜂拥而出，但所有的剧

组管理还是在最原始的阶段，靠制片组、

导演组的人工沟通，甚至还在打印纸质的

通告单，试想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大家都去过图书馆、阅览室，你会发现你

用借阅卡可以打开任意一台电脑查任何

一本书的在架或借出，甚至能知道借走这

本书的人是谁，而同时前台的控制系统也

能轻而易举地知道你查询了什么资料，今

年共借阅了几本书……而我们影视行业

可是比图书馆阅览室都要复杂得多、投资

额都要大得多的产业，但还在依靠原始手

段进行管理，这种情况早就该改变了。

最近，由中国自主研发设计，阿里巴

巴和灵河文化共同开发的制片管理系统

云尚制片管理系统在研发了 3年之久，再

加上20多家公司内测一年之后，终于要向

行业全开放使用了。此系统，涉及的制作

节点达27000余个，能实现从财务管理、剧

组管理到人员配置 AI大数据的智能协调

统一。更嫁接了许多实用工具，比如天气

及道路的预报功能，从一个普通道具几点

几分出发预计多久到达，到天气状况如

何，都能在系统里智能提醒及预警，大大

节约了剧组管理流程的人为差错。有业

内专家指出：“该系统的出炉，做到了科技

成果转换与影视创新创作的有效嫁接，为

实现影视工业化迈出了关键一步。”

专家其实言重了。不过，笔者真心希

望影视行业能加大创新与科技的融合，重

视创作规律，不负新时代带来的大好机

遇，为大家带来一部部讴歌新时代反映老

百姓美好生活的精品佳作。

科技会让影视创作有多“燃”
□ 白一骢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 曼 诗

用好每一张纸

□ 李伟明

幸运的

人用童年治

愈 一 生 ，不

幸的人用一

生 治 愈 童

年。

影视行业，别错过科技创新带来的未来发展机遇。

收到外地文友寄来的新著。

作者是用一个翻过来的旧信封邮

寄的，从里面的字样可以看出，这

是一家杂志社给他寄样刊时用的

大信封。作者在一个副省级城市

担任副局级领导，单位绝对少不

了新信封。为什么偏偏对一只旧

信封进行二次使用，让它千里迢

迢发挥“余热”？也许，这是作者

的习惯做法——这个年纪的人，

平素节约惯了。

一只信封其实就是一张纸，

寄一次，只用了其中一面，而另一

方面，绝大多数情况下就这样被

忽略了。把信封翻过来再用一

次，这种做法在以前并不少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之间的

联络还是以书信为主，很多人会

把旧信封翻过来再使用一次。我

从中学时代开始向报刊投稿，为

了降低成本，也没少干这种事。

为此，每次拆阅信件都是小心翼

翼，生怕把信封损坏了，影响它的

二次使用。

因为这些经历，这次看到远

方文友对待旧信封的做法，很自

然地激起共鸣。是的，参加工作

后，尽管使用单位的信封已经是

很容易的事，可是因为那些往事，

我总是不忍虐待信封。对于已经

用过的旧信封，往往舍不得扔进

垃圾篓，先放着，哪天要捎什么东

西，就让它派上用场，除非正规场

合，否则不轻易浪费崭新的信封。

由于喜欢写点东西，除了信

封，对其他纸张也特别珍惜，绝不

随便浪费。早年在乡下投稿，信

封固然来之不易，稿纸也是个问

题。好不容易利用进城的机会买

上一本稿纸，当然得精打细算，慎

重使用。“爬格子”之前，先点好行

数，以便尽量把格子写满。如果

最后一页只有一两行，便想办法

压缩到前页，能省一页算一页。

现在，写稿、发稿早就用不上

稿纸了，都在电脑上完成，稿纸基

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我手上还有

几本没使用完的稿纸，虽然写东

西用不上了，但也不舍得随意抛

弃，总得让它尽量派上用场吧，实

在没机会使用的话，哪怕是留着

做个纪念也好。

在办公室，打印纸取代了稿

纸。工作性质的原因，我经常要

打印文稿，有时用纸量还不小。

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好现象：机

关单位不少工作人员，对于还在

修改过程中的文稿，往往使用那

些已经打印过一面的纸。虽然说

对于机关工作人员来说，纸张费

用和自己无关，你不节省，“后方”

也得充足保障，此举完全是自

觉。但我觉得，这种行为值得赞

赏。一张纸有两面，用好每一张

纸，让它的两面都发挥作用，这个

意识，其价值肯定不仅仅体现在

这些信封、稿纸、打印纸上面。

或许有人说，现在条件不同

了，没必要这么抠门，节约几张纸

成不了气候，也改变不了什么。

是的，现在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

物质生活都比以前大有改观，似

乎都不差钱了。可是，光有钱算

什么？想起在某酒店偶尔听到一

伙酒徒的豪言壮语：“酒嘛，水嘛；

钱嘛，纸嘛！”还真有些道理，钞票

只是纸一张，实物才是真正可贵

的。钞票可以属于你个人，资源

却是大家的，所以，有钱也没资格

浪费物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可惜，对那些挥金如土暴殄天物

的行为，还有很多人竟然认为那

是他们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

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实现

物尽其用。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坚

持这样做，可以少耗费多少资源，

为后人作多少贡献？而如果这是

一代人的做法，那就是为另一代

人造福了，事情还会小吗？

让人欣慰的是，现在我们又

在大力提倡节约。“八项规定”、

反“四风”，都有剑指铺张浪费

的内容。节约不需要喊多少口

号，节约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自觉

行动。节约其实很容易做到，比

如，从用好每一张纸做起，你就

有了节约习惯，就有了自觉意

识，也就能做好别的事——只要

你认真去做。

用 好 每

一张纸的意

识 ，其 价 值

不仅体现在

这 些 纸 张

上。

雷锋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学习雷

锋没有止境，书写雷锋也没有止境。最近，辽宁人

民出版社推出的《你的样子》，又把对于雷锋的书

写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雷锋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但是英雄是什

么样子？不能否认，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经

历过一些曲折。书中写道：雷锋的朋友易秀珍曾

经有一个心结，就是担心把她与雷锋的感情说出

来会影响雷锋的形象。可以说，在雷锋牺牲后的

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善良的担心是一种比较普

遍的社会心理。在这种担心下写出来的雷锋，往

往只有崇高的一面，而没有平凡的一面；只有伟人

的一面，而没有常人的一面。然而，在近来的一段

时间内，又出现一种低俗化雷锋的偏向，这既不符

合雷锋的实际，也否定了人类向上的可能性。因

此，《你的样子》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是排除以上

两种偏向的干扰，以求实的史笔写出了雷锋的本

真状态。我们看到，现实中的雷锋和普通人一样，

有着正常的生活需求和情感追求，但是他又能超

越普通人的精神水准和实践能力，用短暂的生命

创造了永恒的奇迹。那么，这样写会不会削弱雷

锋的榜样力量呢？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一个没有

常人欲求和平凡品格的对象，很容易让人产生心

理的隔阂，就像我们看待不食人间烟火的菩萨那

样。对于这样的对象，人们不可能产生比照、效法

的愿望。相反，一个没有任何先进、崇高可言的对

象，也不可能使人在对比中发现自己的局限和缺

陷，从而激发起改造自我、追赶先进的内在动力。

只有既具有平凡一面又有伟大一面的对象，才是

具有现实品格的先进典型或模范。《你的样子》正

是因为把雷锋的形象写得真实，写得有血有肉，写

得可亲而又可敬，所以更能发挥巨大的榜样作

用。事实的逻辑与教育的逻辑甚至审美的逻辑就

是这样统一在一起的。

雷锋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普通工人、普通士

兵，何以能够超越普通人的精神水准，上升到共产

主义的境界？《你的样子》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通

过深入挖掘和寻绎，详细描画了雷锋的成长轨迹，

深刻揭示了雷锋精神形成的社会依据和文化动

因。古人说：“礼失求诸野。”雷锋从一出生起，就

生活在善良人们的怜爱、呵护之中。他的祖父雷

新庭笃信“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的

做人准则。他的父母、哥哥都是纯善的人。在他

沦为孤儿以后，六叔奶奶家虽已饥寒交迫，还是毫

不踌躇地收养了他。而乡里乡亲们也都对他关爱

有加：“小庚伢子的身影在哪家门口出现，哪家就

叫他：‘庚伢子，来吃口饭吧！’”由这样一些恪守传

统美德的人们培育出来的幼小心灵，自然也是淳

朴、善良的，懂得感恩和回报的。到了新社会，雷

锋无论是在县委、农场、工厂还是部队，都有幸接

触到不少可以引为榜样的人物。如望城县委书记

张兴玉、西塘农业合作社劳动模范冯健、沈阳军区

工程六工区政委韩万金等，都是“雷锋”式的领导

或同志。正是在这些先进人物的言传身教下，雷

锋的精神生命茁壮成长，很快上升到感恩党和领

袖、回报国家和人民的高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是优秀人物成长的一个规律。

当然，有爱就有恨。雷锋恨旧社会，恨剥夺者

和压迫者，这是由他苦难的出身和经历决定的。

问题在于，这种阶级意识倘若仅仅停留在感性阶

段，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从书中

我们看到，雷锋是怎样经过党的教育和自己的勤

奋学习一步步实现理性的自觉，怎样由关注个人

解放到关注阶级解放，又怎样由追求阶级解放到

追求全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

能最后解放自己。雷锋的伟大，不仅在于有了这

样的觉悟，更在于他把这种觉悟转化为扎扎实实

的实践方式。在他那里，每干好一项工作，每做成

一件好事，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为建设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添砖加瓦。因此，他从倾心倾力的奉

献中获得了充实的快乐和幸福。我们要感谢本书

的作者，是她的努力，不仅把雷锋精神置于坚实的

大地上，而且启示我们应当创造怎样的社会条件

和文化氛围，才能培养出更多先进人物，进而带动

全社会的精神进步。

作者之于雷锋，年代相隔已久，但是她为什么

能够穿越时间，如此近距离地观照雷锋呢？根本

原因就在于真情的投入。一个对英雄抱有冷漠、

怀疑态度的人，不可能产生书写英雄的冲动，更不

可能走进英雄的心灵深处。本书作者是一名记

者，曾经用17年的时间遍访雷锋的亲属、邻居、领

导、同事、朋友和战友。这些当事人的每一次诉

说，都为她打开了一个认识英雄的窗口，都对她的

思想感情构成了一次洗礼。如此守正笃实、久久

为功的回报，就是在实现写作素材积累的同时，实

现了情感积累和精神升华，使得自己之于英雄达

到心有戚戚的地步。一位新时代的作家，应当具

备怎样的精神素质，应当怎样去书写英雄形象，我

们从作者于清丽这里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

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而不

知崇敬爱戴的国家，则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诚哉斯言！我衷心希望全社会能够对英雄多一些

敬爱，文艺界多一些赞美英雄的作家。倘能如此，

则民族幸甚、国家幸甚。

投入真情的魅力

□ 刘润为

把雷锋的形象写得真实、有

血有肉，写得可亲而又可敬，才

能发挥巨大的榜样作用。

在很多人记忆里，童年是一

幅迷人的画，勾勒出动人有趣的

故事；是一首婉转悠扬的短笛，吹

奏出纯洁美好的幻想；是一束沁

人心脾的茉莉，朵朵洁白的花瓣

就仿佛是一件件干净的回忆。

然而现实中，不是每个人的

童年都有这些简单的小确幸，亦

或者说，并不是每个人年轻的时

候都能被别人温柔善待。

总有些人的儿时记忆中有散

不去的阴霾。在7月10日，“学生

20年后打老师案”判决结果出来

了，该学生获刑 1 年 6 个月，引发

社会热议。去年，有关这位学生

常某某曾当街偶遇初中老师骑摩

托，连扇老师耳光的现场视频引

爆网络。他事后供述，20年前在

教室里遭老师公然殴打辱骂，至

今难以忘怀；在 7 月 17 日，“张扣

扣故意杀人案”的主角张扣扣被

执行死刑，年少时母亲被害是他

22年心中抹不去的阴影，在那以

后仇恨是他人生字典里最醒目的

字眼；在 8 月 6 日，贵州遵义一名

男子在吃夜宵的时候偶遇 15 年

前扇自己耳光的初中老师，于是

和堂弟一起上前辱骂追打。最终

动手打人的堂弟因寻衅滋事被处

以 10 日拘留。对此也有人评论

道，15 年了还有这么大的仇恨，

双方都得好好想想。

记忆是有感情的，而童年往

往为人生奠定了总基调。不论是

老师、他人或者父母，对一个人小

时候的影响要比成年之后大得

多，甚至有时就是一句话一个动

作。而这些点滴的灰色记忆如同

一颗颗朱砂痣，刻在孩子们的心

头，可能他们从来不曾想起，却永

远不会忘记。

近日“谍战小说之王”麦家做

客凤凰网，谈了很多有关人生、文

学、理想之类的话题。在外人看

来他是头顶光环的人物，殊不知

他也有自卑、敏感、脆弱、忧郁的

一面。他坦言，童年的伤害成就

了今天的我。为什么成年之后的

再多成就也仍然难以像一块遮羞

布，慢慢盖住那些陈年往事？原

来长期的心理负担问题来源于其

幼时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下长大，

那段岁月曾让他切齿拊心，正因

此日记成为他倾诉衷肠的挚友。

家庭稀薄的爱温暖不了一颗

玻璃般细腻脆弱的内心。在节目

中，麦家诉说童年是灰暗痛苦

的。幼时的他因为家庭成分不

好，被社会和同龄人抛弃。“我的

父亲是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人，当

年老是被批判，他的情绪也是非

常不稳定的。有次三个人打我，

最后我守在肇事者家门口准备单

挑。没想到父亲不问青红皂白，

劈头盖脸扇了我两个大耳光。”麦

家说到这儿泪盈于睫，这一次父

亲的巴掌将亲情打断了，从此他

跟父亲冷战了近20年，坚持写日

记成为他的情感寄托。无心插

柳，他的写作功底日益见长，最终

为他日后写小说做好了铺垫。但

长时间对父亲的冷暴力，让如今

55 岁的麦家直言这是无法稀释

的愧疚。

在节目的最后，年过半百的

麦家直面镜头说：“每个人都应该

学会与自己和解。”这也是他在知

天命年龄阶段恍然大悟的人生信

条，以此来治愈童年的创伤。试

想一下，如果常某某、张扣扣、麦

家和其他正常人一样在充满爱、

信任、理解、包容的环境下成长，

或许他们的人生会充满“奢侈”的

欢声笑语。

可以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

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

童年。

哪吒和敖丙。

一个魔丸，一个灵珠；一个丑矮矬，一

个高俊帅；一个张狂似火，一个沉静如冰；

一个坏孩子，一个好孩子。

你爱哪一个？

坏孩子让人头疼，好孩子让人心疼。

丸子头、烟熏妆、雀斑脸，哪吒从一出生就

不是个省油的灯，不论是锁在家里还是溜

到街上，走哪儿都是灾难现场，你永远不知

道他下一秒会搞出什么恶作剧来，就像一

团火，活力和破坏力同样强烈。这样的坏

孩子让人头疼，却也鲜活可爱，我甚至很期

待看他又能作出什么新花样。可是好孩子

敖丙呢，一出现就是个玉树临风的少年，容

颜俊美却不敢示人，彬彬有礼却不苟言

笑。他隐忍、克制、优雅、善良，从不无理取

闹、从不恣意妄为，像海水一样沉静、忧郁，

这样的懂事让人心疼，好像从来没有过没

心没肺的童年。

坏孩子得到关爱，好孩子背负使命。

生性顽劣的小魔童披着悲剧的外衣呱呱坠

地，活满3岁就将被天神处死，父母和师父

给了他无条件、无保留的爱。哪吒一出生

就闯祸还被村民声讨，妈妈却给了他最温

柔的接纳、陪伴和鼓励；威武严肃的爸爸从

神仙那里请来换命符，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打破命运对哪吒的诅咒；而太乙真人，更是

一点没有师父的架子，带哪吒无忧无虑、尽

情尽兴地玩耍。温暖的母爱、深沉的父爱、

平等的师爱，即便背负“天劫”，哪吒带给我

们的仍然是童真与快乐，被爱浸润的孩子

才有幸福的能力，才能在人生的艰难时刻

大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反观好孩子敖

丙，他得到的爱附加着沉重的条件，龙族的

成员把自己最宝贵、最坚硬的鳞甲都给了

他，却也期待他要努力、要优秀、要赢，指望

着他拯救自己、拯救龙族。所以我们看到，

转世的灵珠，优秀却不快乐，他不知道，如

果自己不优秀、打输了，是否还值得被爱，

是否还能被这个世界接纳。

坏孩子活出自己，好孩子身不由己。

一个冥顽不化、恃宠而骄的坏孩子，每一分

钟都随自己的心意活着。想把毽子踢飞就

踢了，想溜出去作乱就溜了，想搞怪乡里就

搞了，哪怕为了抓妖怪而错伤无辜，救了小

女孩还被人误解，他也都随心随性，从不在

意世俗的标准和尺度。好孩子敖丙却像一

个活在是非刻度里的人，每一次都要去做

对的事、做应该去做的事，却未曾想想是谁

框定了他心中的对错、是谁设定了应该或

者不应该的标准。所以，影片最后，当哪吒

自觉给自己戴上乾坤圈学会了自制、当敖

丙放下为龙族改命的精神包袱找回了自

我，好孩子和坏孩子都收获了最宝贵的

成长。

就像灵珠和魔丸本为一体，好孩子和

坏孩子其实从来不曾分开。他们也许是我

们的过去和现实，内在和外在，左思和右

想，一会儿把酒言欢，一会儿分道扬镳，终

究会回到一起，相视一笑，“原来你也在这

里”。

好孩子，坏孩子

□ 于 飞

好孩子和坏孩子也许就

是我们的左思和右想，一会

儿把酒言欢，一会儿分道扬

镳，终究会回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