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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短篇小说《北京折叠》斩
获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的郝
景芳，在新书《人之折叠》中用人
工智能的故事述说人类的独特之
处。 《人之彼岸》不仅包括最新创
作的六篇中短篇小说， 还包括两
篇解读人工智能的文章。 故事围
绕人与人工智能的纠葛展开，其
设定的场景既包括离我们很近的
人工智能产品， 也包括预设的地
球被万神殿操控的宏大场面。

创业者任毅把自己分成多个
相同的 “自己”， 便可以同时兼
顾多场活动和约会； 有一天钱睿
回到家里， 发现他刚刚在医院服
侍的形如枯槁的母亲， 竟然健朗
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名为陈达的
智能管家， “目睹” 了主人林达
被谋杀…… 于彧 整理

《人之折叠》

《浪潮》

12月3日晚， 大型文博探索
节目 《国家宝藏》 正式开播。 这
档由央视综艺频道耗费两年时间
研发制作的节目此前就因集齐了
九大最具分量的国家级博物馆
（院） 而引起了广泛关注。 开播
第一期， 《国家宝藏》 便在豆瓣
上取得了9.3分的超高评价。

说起和文物有关的综艺节
目， 许多观众的印象大多还停留
在 “惊天一锤” 式的鉴定类节目
上。尽管具备了一定的娱乐效果，
但这类节目大多过度聚焦于文物
的价值和鉴定方法， 而非文物本
身。 实际上，文物绝非扁平、冰冷
的物件，对央视综艺频道来说，制
作《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初心就
是 “让文物活起来”。

以往人们了解文物， 大多是
通过参观博物馆的方式。 即便现
在很多博物馆都在积极升级布展

方式和手段， 但人们能获取到的
信息还是有限。 如何才能在一期
节目的时间里把文物背后的故事
最大程度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呢？
在完全没有任何既有模式可以参
考借鉴的情况下， 制片人、 总导
演于蕾和她的团队从零开始做研
发， 花了两年时间反复推敲、 打
磨 ， 终于形成了如今的这套方
案———集演播室综艺 、 纪录片 、
舞台戏剧、 真人秀等多种艺术形
态于一体的全新模式。

以首期节目中故宫国宝———
各种釉彩大瓶这一部分为例， 节
目组并不直接请出国宝守护人王
凯， 也不播放各种釉彩大瓶的任
何图像资料， 而是先把嘉宾请到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 让真人秀导
演给王凯布置任务———寻找 “中
国瓷母”， 跟随王凯在陶瓷馆里
兜兜转转， 看似漫无目的， 但实

际上这一环节正是编导精心铺
排， 为国宝的前世传奇故事做前
情铺垫。

在随后的前世故事表演里 ，
王凯扮演的乾隆皇帝与 “穿越”
而来的雍正、 王羲之、 黄公望雄
辩各种釉彩大瓶是否有过度浮夸
的问题。 整段演绎台词信息量极
大， 不仅有对各种釉彩大瓶的介
绍， 更包含许多和乾隆皇帝生平
有关的趣闻轶事。 如果不是先前
已经跟王凯一起了解过雍正、 乾
隆两位皇帝喜爱的瓷器风格， 观
众如何能够如此快速 “入戏 ”，
并获得笑点呢？

乾隆皇帝喜欢盖章题跋的这
件事 ， 此前曾在网络上广为流
传。 节目组不仅把它引入节目，
甚至还大开 “脑洞 ”， “邀请 ”
两位 “受害者” 王羲之和黄公望
前来 “现身说法”， 一本正经地

让九大博物馆 （院） 馆长一起评
价。 正如王凯所说， 乾隆硬要把
17种烧制工艺运用在一只瓷瓶上
的做法看着很任性， 但从中透露
出的单纯 ， 和想要炫耀国家强
盛、 工匠伟大的执念却是很珍贵
的。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合理想象
和编排设计， 那个在博物馆展厅
里拥有冗长介绍的各种釉彩大瓶
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 。 观众发
现， 原来一件文物的背后竟然有
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和人物。 短短
十几分钟的节目， 让各种釉彩大
瓶在观众面前不再仅仅只是冰冷
的文物， 更是变成拥有了鲜活生
命的国宝。

让国宝活起来、 让国宝和观
众情感共鸣， 甚至让国宝变得仿
佛触手可及， 《国家宝藏》 用极
致的手法创造出了极致的质感。

（新华）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12月5
日， 北海公园推出 “北海石雕石
刻文物展”， 展出各类石质文物、
琉璃构建等珍贵文物50件， 吸引
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北海始建于1166年， 是中国
古典园林中建园最早、 历史沿革
清晰、传承有序、保存完整的皇城
御苑。 据了解， 北海石雕石刻文
物展是把园内散落闲置的残损石
质文物进行全面收集、 整理、 研
究、 筛选， 并在充分展现中国石
刻艺术魅力的同时， 探索文物保
护与展览、 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可
持续模式， 使观众通过每一件精
美的展品所传达的历史信息、 文

化内涵， 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
感悟北海园林的辉煌。

据介绍， 此次展览以强化文
物保护， 提升展览展示品质、 深
化学术研究为宗旨。 文物保护为
先， 在确保文物安全和有利于文
物保护的基础上打造高品质的展
览，逐步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展
览以场景模拟、 图文介绍等形式
真实地展现了文物的历史信息、
保存现状， 按类别分为 “鬼斧神
工———石质建筑构件 ”、“流光溢
彩———琉璃建筑构件”和“匠心妙
器———石质散存藏品” 三个部分
进行展示。

邱勇 摄

托德·斯特拉瑟创作了140多
部适合年轻人阅读的小说， 另外
还有多部备受赞誉的非虚构作
品。 他的作品大多源于自己的生
活经历和感受， 其中最著名的就
是 《浪潮》， 由该小说改编成的
同名电影引起极大轰动， 在世界
多个国家热映。

《浪潮》 讲述的是发生在美
国高中校园里的一个真实故事。
教师本·罗斯本想通过一堂实验
课使学生切身明白什么叫德国纳
粹。 为了实验 ， 他成立了 “浪
潮” 组织， 提出一系列铿锵有力
的组织口号。 随着事态的发展，
这些学生会习惯性地想象出一些
“命令”， 暴力威胁他人加入 “浪
潮”， 并且互相监视和揭发， 每
个人却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不知
不觉中滑向了 “独裁 ” 与 “纳
粹” 的深渊……连组织者罗斯老
师也迷失其中， 沉浸在权力欲望
和他人的崇拜中。 直到外界施以
压力， 罗斯老师才意识到事态的
失控， 马上果断结束了这短短5
天的实验。

《国家宝藏》：让文物“活”起来

新版“玩偶夫妻”亮相

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首部小剧
场话剧 《玩偶之家》 即将于12月
8日至22日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与观众见面。 该版 《玩偶之家》
首轮导演任鸣曾介绍： “如今距
易卜生创作 《玩偶之家》 已经有
近150年了， 社会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但易卜生所提出的社会问
题、 人生问题、 婚姻问题仍具有
永恒的生命力。”

《玩偶之家》 是挪威剧作家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的代表作
品， 对中国的思想、 文学及戏剧
发展影响至远。 易卜生用他毫不
留情的眼光看待现实， 颠覆了模
板式的道德评判， 甚至向当时的
信仰挑战 ， 与19世纪欧洲的社
会、 家庭、 道德观针锋相对， 深
刻揭露了隐藏在虚伪表象下的真
实情况， 引起了资产阶级社会的
非难和指责， 易卜生也因此被誉
为 “现实主义戏剧之父”。

在 《玩偶之家》 中， 因为一
份伪造签名的借据而引发的一系
列连锁反应， 最终导致娜拉对自
己家庭 “玩偶” 身份的觉醒。

与以往两轮演出不同的是，
本轮演出将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
员队的成员担纲主角。 经历近一
个月的紧张排练， 剧组创作氛围
格外活跃，主演王千予、罗巍这对
新的“玩偶夫妻”培养出极高的默
契，而罗熙、柳文伊、张乃天、罗雅
文等实力演员也渐入佳境。

由王千予饰演的“娜拉”古灵
精怪，天真善良，一心深爱和仰慕
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 而罗巍饰
演的 “海尔茂” 更加强调了自己
“道德感至上”的处事原则。

王千予介绍： “导演对剧本
的解读， 可以说是维持原版的原
意， 对任何演员的要求都很高 。
我理解的娜拉是爱情至上的人，
她通过爱获得存在感。 同时她也
很清楚爱与喜欢的分别。 爱是付
出， 她非常爱海尔茂， 所以她愿
意为海尔茂去冒险。 而喜欢是索
取， 所以她才会没有顾忌地向阮
克寻求帮助， 这个心理脉络是通
顺的。”

罗巍认为这场中间过渡的戏
份非常难拿捏： “海尔茂开始时
甜言蜜语， 而得知真相后又翻脸
不认， 这中间的转变难度很高，
心理动机需要演得明白， 情感负
荷需要传达出来， 可以说这个角
色非常难驾驭。 我认为海尔茂他
首先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男
人， 是个工作狂。 他作为一家之
主， 要搞定一切， 要道德至上。
如果说娜拉是通过爱获得存在
感， 那海尔茂就是通过尊严获得
社会地位。 当他的尊严、 或者说
他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他才有这
样的反应， 这就需要在前面的剧
情中着力刻画人物的心理动机，
这样的人物才真实可信。”

（中新）

国家大剧院话剧 《玩偶之家》 复排

本报讯（记者 高铭） 由何润
东、余少群等主演的古装大剧《花
谢花飞花满天》在浙江卫视播出，
该剧讲述了神京城“萧”“谢”“花”
“司马”四大家族的命运起伏与权
势更迭。 因电影《梅兰芳》而走红
的余少群是戏曲界出身， 在该剧
中本色出演梨园弟子柳风竹，造
型清雅，韵味十足。

近日， 余少群在 《演员的诞
生》 中的表演让人惊艳， 而此番

在 《花谢花飞花满天》 中他亲自
开嗓唱戏， 他所饰演的柳风竹是
声动京城的名角， 还拥有绝不摧
眉折腰事权贵的铮铮铁骨。 看似
与皇室以及四大家族联系甚少，
实际上身份神秘的他在神京城的
起伏不定的局势中是必不可少的
一位 。 剧中余少群大多衣着素
雅， 一支镂花玉簪勾勒出角色温
润又潇洒的独特气质， 十分符合
角色的身份地位。

北海公园推出
“北海石雕石刻文物展”

《花谢花飞花满天》
余少群古装回梨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