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吉林长春，有一座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记录着中国电影的前世今生。这座博物馆，承载着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记
忆。长影，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第一”。这座博物馆里藏着哪些时光记忆？为何能成为中
国电影的“艺术殿堂”？

科学家
如何比喻“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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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知识打开电影的“时光宝盒”
■ 本报记者 彭薇

长影是一部浓缩的电影史

“我是‘90后’，爱看电影，对经典老电影并
不熟悉。若不是来到长春，或许不会打开这扇
光影之门，了解背后的故事。”一位年轻影迷在
旅行论坛上留言。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伴随经典老电影而存
在的名字，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拍摄了
《五朵金花》《上甘岭》《英雄儿女》《刘三姐》等一
大批优秀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长影旧址
博物馆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完成，记录
了长影的发轫、进展、繁荣和变迁的历史。

走进这座博物馆， 仿佛走入了一段岁月。

对许多影迷和参观者而言，博物馆令人印象最
深刻的是一条“时光长廊”：在这条长长的走廊
两旁挂满了老电影的海报，顶部射灯组成了一
扇银色的大门，一层叠着一层，既有时空穿越
之意，也有朦胧的怀旧意境；这条走廊的尽头，

用射灯再现了从前人们走进电影院的场景。

“就像‘时光机’，带我们走入电影情节，走进那
些年代。”这是许多人的参观感受。

历史图片、视频资料、实物道具……长影
旧址博物馆保存着这些光景记忆，就是一部浓
缩的中国电影历史。

长影旧址博物馆的前身是 1937年伪满洲
国时期建立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
“满映”。1946年 4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接管“满
映”，成立东北电影公司，并于当年 10 月改称
“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1946年 7月，

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于 1948年 10月被东影
接收。1955年 2月， 原文化部又将东影改为长
春电影制片厂。1999年，成立长影?团。

博物馆还原了许多时代元素。电影艺术馆、摄
影棚、洗印车间、文化街区等，这些博物馆场景的
组成， 让人真切触摸和感受当时的艺术氛围。纵
然对老电影一知半解，也能放慢脚步细细探究。

战争年代，拍电影付出生命

“电影幕后的故事，我们没有太多机会了
解，这里就像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一窥。”参
观者口口相传这里的神奇之处。长影旧址博物
馆如同一本会说话的书，徐徐地展开时代主旋
律的演变，诉说电影背后的故事。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是长春电影制

片厂拍摄的电影《英雄儿女》里一句让人热血
沸腾的台词。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展厅，留存了
一件珍贵的手稿展品，上面详细记录了该电影
创作过程中各方专家对剧中人物、情节设置等
的讨论和修改意见。

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
理孙野光告诉记者，电影《英雄儿女》改编自著
名作家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看过小说的人
都知道，原作中，对于“王成”的着墨并不多。在
改编后的剧本里，王成贯穿了影片始终，成了
最重要的男主角。当时导演挑选男演员时的要
求是， 将王成塑造成一个普通的战士形象，而
不是一出场就展示英雄的形象。

在拍摄“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一最经典
的场景时，这个镜头是一次拍摄成功的。电影
演员和战士一样“拼命”，当时布了 100多个爆
炸点，开拍后，炸点起爆，演员闯入火阵，连眉
毛也烧着了，胳膊烧起了泡。

在不少人看来，拍摄电影是一件风光的事情。

可在战争年代，电影人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解放战争期间，长影前身的东北电影制
片厂摄制了 17辑新闻纪录片 《民主东北》，先
后派出了 32支摄影小分队，深入前线、工厂和
农村，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摄制
期间，许多摄影师冒着炮火冲锋陷阵。其中，张
绍柯、王静安、杨荫萱等 3 名摄影师就在战场

上光荣牺牲。如今，博物馆陈列的一本《东影通
讯》上，就介绍了这 3名牺牲烈士的名字和事迹。

此后，《民主东北》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
录片。 长影还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多项第
一：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防
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短故事
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
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改革开放以来，长影创作拍摄了《人到中年》

《蒋筑英》《开国大典》等优秀影片。

曾经的字幕靠“手写”

每部电影都有不同的角色，而电影人也有分
工的不同。博物馆的呈现，在影片之外，也能看到
电影发展的历史。

电影字幕，是电影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长春
电影制片厂，曾经的电影字幕是由字幕美术师亲自
设计，一笔一画写出来的。长影高级字幕美术师吴
自然就曾介绍过关于字幕鲜为人知的幕后工作。

“先在纸上打上格，上面放上一块透明的玻
璃板，用描笔蘸上白色颜料，在玻璃板上写字，再
用摄影机拍到胶片上。因为玻璃透明度好，拍出
来对字幕的背景没有影响。”他说，每个字都要写
出来，一部戏大概得写半个月。歌舞片、戏曲片从

头唱到尾，需要 3个人分着写字幕，而且要求字
号特别小、特别细，跟指甲差不多大小。

电影字幕师们总结了一条规律：字体的风格
要和电影风格相匹配。比如，惊险片的字幕可以
不规整，棱角多一点；喜剧片，可以写得幽默、俏
皮些。工作之余，他们会对各种字体钻研对比，找
到最适合银幕表现的字体。

1949年国内上映的《普通一兵》，是新中国第
一部译制片。影片中的外国演员们“说话”，都带
着浓浓的东北口音， 用现在的话来说比较 “魔
性”，但是在那个年代，配音听起来很亲切。长影
原配音演员胡连华揭秘，当时，外国演员有一句
台词是说“胜利了”，俄语叫“乌拉”。用国语讲“胜
利”和“乌拉”的嘴型不一样，导演和工作人员研
究“乌拉”翻译成中国字，如何念最合适。经过?
体研究，译制时改成“冲啊”。

在配音演员看来，他们的工作是为声音“化
妆”。在配一般人物时，他们会运用自己的自然声
调，而配一些领袖或者特殊人物时，语气会放低
一些，发音位置靠后一些，语言速度稳重一些。这
样，在感情上才能尽量靠近人物和情节的需要。

厚重与?颖并存

长影旧址博物馆有厚重的历史感。今年长春
电影节期间，导演谢飞在微博上推荐：“博物馆保
留了建于 20世纪 30年代的制片厂老建筑，又详
细丰富地介绍了长影 75 年的辉煌历史业绩，图
片、手迹、器具、视听史料丰富，可看可研。”他认
为，这里是国内保存最好的胶片电影时期资料及
建筑的电影宝库，很值得参观。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谢飞还找到了 58年前，

20岁的他随父亲谢觉哉参观长影时的照片和父
亲的题字：“放之则弥六合， 卷之则退藏于密。其
味无穷，皆实学也。”他说，这句《中庸》里的古语，

道出了电影的真谛。

年轻影迷们认为，除了厚重，博物馆还很新
颖。它不只是展出历史和情怀，而是以一种新型
的方式存在， 即便是没有经历过曾经的电影岁
月，也很容易走进这里，完整地了解电影艺术、道
具、特技、工艺、生产等多重主题，激起探究电影
的兴趣。比如，在摄影棚展区，可以看到许多经典
电影里的道具，探秘电影传统生产工艺流程和电
影拍摄的奥秘；还能观看录音、配音、译制等电影
后期制作的场景；如果有雅兴，还能当一回演员，

参与现场拟音和配音表演。

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费米、薛
定谔……20世纪科学界许多杰出的头脑，都为
一个概念着迷———量子。

经过 30多年努力， 中国量子科学梦之队
已经是世界顶级科学家团队，撑起了量子领域
的一片天。但在普通人眼中，量子以及量子科
技仍是“神秘莫测”的存在。科技圈流传了一些
浅显易懂的比喻，或许能解开你心中的疑惑。

对于量子这个抽象概念，中国科学院物理
所研究员曹则贤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 我们
生活中可以见到的、感知到的事物，包括光与
能量的最小单位都能称之为量子。 就像我们
远处看鱼群是乌泱乌泱的一片黑，但是放大了
看就是一条条鱼，这一条条鱼就可以说是鱼群
的量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科普专家袁
岚峰在媒体上这样撰文解释：量子的本意是个
数学概念， 简言之就是 “离散变化的最小单
元”。什么叫“离散变化”？我们统计人数时，可
以有一个人、两个人，但不可能有半个人、三分
之一个人。我们上台阶时，只能上一个台阶、两
个台阶，不能上半个台阶、三分之一个台阶。这
些就是“离散变化”。对于统计人数来说，一个
人就是一个量子。对于上台阶来说，一个台阶
就是一个量子。 如果某个东西只能离散变化，

我们就说它是“量子化”的。

真正的量子科技离广大民众还很远，还没
有一种量子产品成为老百姓的必需品。目前市
场上有很多带着“量子”二字的产品，“量子水”

“量子鞋垫”，都不是量子产品，短时间内量子
产品也不可能走进千家万户。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教
授介绍，展望未来的话，如果通用量子计算机得
到了广泛应用，那么各个行业———医疗、?业生
产、工业生产、人工智能，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都
会受到量子技术的影响，量子计算机能够超过电
子计算机，密码领域量子通信可以?升传输的安
全性，量子传感可以测量很多很重要的参数。

医疗方面， 生产新药物的速度会大大?
高，这是因为新药制造需要计算机模拟哪个配
方是最有效的， 使用电子计算机模拟非常慢，

但量子计算机很快就能计算出来，这就关系到
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人工智能方面，无人驾驶
汽车传感器处理的速度会更快， 性能就会?
高。?业方面，量子计算机问世后，可以研究清
楚光合作用是怎么回事。有科学家预言，如果
这个应用研究成功了，太阳能的利用率会从现
有的 10%?高到 20%—30%，?业会出现跳跃
式发展，全球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就解决了。

（来源：新华网思客）

图为长影旧址博物馆三楼展厅。 长影旧址博物馆 供图

庐陵是个神奇的地方

王阳明这封信其实就是写给王太
监看的，告诉王太监，你天天在吉安府
花天酒地，这些事情你知道吗？知道现
在庐陵已经被压榨成什么样子，知道老
百姓已经悲惨到什么地步？王阳明形容
的这个现象，显示老百姓到了要造反的
边缘了。

王阳明要跟王太监说， 实话告诉
你，第一，你这个税不合理。第二，你造
成的这个不合理现实， 后果很严重。你
是税监，你是镇守中官，如果因为这个
税，官逼民反，到最后全是你的责任。王
阳明这封信写得绵里藏针。接下来一句
又说：“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难
为，特赐宽容，悉与蠲免。”说了一番硬
的话，再来一番软的。

最后， 王阳明说：“若有迟违等罪，

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
职之戒， 中心所甘。” 这话说得十分硬
气，有什么事、有什么责任我担着，这个
税是我免的，你要有意见，你要有想法，

冲我来。

王太监看到这封信后， 立刻火了。

那可是个宦官乱政的时代。这是什么人
啊？新来一庐陵县令，居然这么牛。一打
听，王阳明这个人不得了，当年刘公公
刘瑾想弄他，派人杀没杀死；流放贵州
龙场，想让他死于瘴疠之地，居然活蹦
乱跳又回来了， 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
大。连那个什么思州知州，什么水西宣
慰使啊，都很怕他，都弄不过他，是一个
难惹的主。王太监后来一想，哎哟，这么
一牛人，咱不惹他了，万一小阴沟里翻
船，不值当。然后就给吉安知府说，免就

免了吧。这个葛布税，从此就免掉了。

王阳明上班第一天给老百姓先免税，

这就是真正的事上练。很难想象，有什么
人能比王阳明处理得更漂亮，处理得更有
智慧，处理得更有担当，而且还有这么圆
满的结局。有了心学的王阳明轻轻松松地
就把这么难的事给解?了。

这一下影响大了。王阳明免去老百姓
多余的税， 老百姓对知县王阳明感恩戴
德。后面，王阳明还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也都迎刃而解。

古代的知县， 主要的功能一个是收
税，主持收税；再一个就是破案，维护地方
治安。当时庐陵这个地方很乱，治安不太
好。有一次，王阳明抓到一个江洋大盗，叫
王和尚。王阳明审案子也不拘一格。王和
尚不怕刑具，严刑拷打都不怕。王阳明最
大的特长就是上课， 他就给王和尚讲课，

感化心灵。最后，真的把王和尚给感化了。

王和尚被感化之后，就供出犯罪团伙
中的两个头目，王和尚在这个犯罪团伙是
老三，老大叫作多应亨，老二叫作多邦宰，

是兄弟俩。根据王和尚提供的线索，王阳
明迅速破案，破获了这个犯罪?团。

让王阳明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段时
间， 上级政府突然把这个公案给打回来
了。说此案是冤案，多应亨、多邦宰是良
民，与王和尚犯罪事件毫无干系，责令庐
陵县重审此案。 这个案子都审得清清楚
楚，怎么突然会有这一变故呢？王阳明一
了解，原来是多应亨、多邦宰的母亲能量
很大，行贿使了银子，让王和尚把所有的
罪行一人全都担下来了。这样，多氏兄弟
俩就可以逃脱了。

王阳明了解到这个情况，?定按照上
级的指示进行重审。王和尚上次已经被感
化过一次了，但是又变卦了；当着多氏兄
弟俩，也不可能再感化他，王阳明审这个
案子的时候就很随意。

审案之前，王阳明埋了个伏笔，跟自
己的心腹幕僚交代了几句。然后王阳明就
在堂上， 先把这个案子重新问了一遍。既
不上刑，也没逼问。王和尚这一次很轻松，

看来王大人已经跟我很熟了，就说这件事
确实是我上次说错了， 这件事就是我做
的，跟他兄弟俩无关。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 幕僚突然来了，

说外面有重要的人要见知县大人。然后王

阳明就起身出去了，说等会儿我们回来再
聊。 因为王阳明把这个场景设计得很随
便，很自如，连衙役都没站在两边。堂上王
阳明一走，就剩下王和尚和多应亨、多邦
宰兄弟俩。等了半天，这个王和尚看王阳
明还没回来，一旁又没什么人，就按捺不
住了，交代多应亨、多邦宰等会儿王大人
回来若问起来，你们俩一定要咬住牙关扛
着；万一他用刑，也得扛得住刑，我就能把
这事全担下来， 保证你们俩脱掉干系。那
兄弟俩频频点头，是的是的，一定这么做。

话音刚落， 突然堂案下面布帘一掀，

里面爬出一个人来。王和尚、多应亨、多邦
宰一看傻眼了，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居然
就从那个桌案底下爬出来，笑眯眯地看着
这三个人。三人全傻眼了，这下铁证如山。

后来有史料说，王阳明是安排别人趴
在桌子底下，也有史料说他自己趴在那个
桌子底下， 但都不知道他怎么趴回去的。

因此后来经常有人讲，王阳明机诈、机警，

打仗也擅长玩儿这个。由此可见，王阳明
的手段千变万化，令人难以捉摸，而且他
的手段都非常有效。

王阳明在庐陵任上的繁忙和遇到的
困难凶险是许多地方没法比的。江西吉安
府庐陵县，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个出人
才的地方。 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
修、宋诗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南宋名相
周必大、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大明第一
才子谢晋、大明内阁首辅杨士奇，都是庐
陵人……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文化素养
应该说是不得了。但另一方面，庐陵当时
也是收税的重灾区。尤其到了明代，社会
压迫严重导致世风日下，加之劣币驱逐良
币，造成庐陵讼棍成群，就是替人打官司、

告状的讼师特别多。 一点点事都要吵架，

都要告状，都要告到县衙。

(十八) ?载

郦
波
著

王
五百年来

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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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副局级离休干部 （现享受按副省部长级标准报销
医疗费待遇）、原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总工程师赵之
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 2020年 10月 31日
04时 36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 98岁。

遵照赵之一同志生前嘱咐及家属意见，丧事从
简。
在此，对赵之一同志患病住院期间及去世后给

予关心和慰问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以及华东医院
的医务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讣告。

赵之一同志治丧小组
2020年 11月 7日

联系电话：（021）23112726 13671555122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上海铁道医学院党

委副书记、离休干部汤又新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不幸于 2020年 11 月 3 日 20 时 20 分在

华东医院逝世。享年 95岁。

汤又新同志告别仪式已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10 时在龙华殡仪馆归源厅

举行。

特此讣告。

同济大学离退休干部党工委

2020年 11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