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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刘礼智 仲维莉 校对 于茜 高姗姗 审核 刘宜庆

《我们的时代》
作者：王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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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的方案真被选上啦？！行啊
你萧闯，真有两下子！”裴庆华狠狠拍着
萧闯的肩膀，又问，“报纸上公布的？”
“没那么快，今天刚收到他们的信，
下午电话也来了，说记者要在他们公司
采访发奖过程。”
裴庆华还在兴奋不已：“哎，谢航知
道了吗？赶紧打电话，给她一个惊喜。”
“这算什么惊喜，意料之中的事
儿。”萧闯几乎是不太情愿地接过裴庆
华递过的电话。
“哎，你到底提的什么
方案？快让我领教领教。”裴
庆华急不可耐地问。
萧闯便把电话先挂上，
漫不经心地说：“我提了两
个，第一个就俩字，‘好湿’，
他们说太短，没看上；第二
个长，‘谁不爱亚苏？人人
buy亚苏’，他们喜欢这个，
就选为三个获奖方案之一
了。”裴庆华轻声重复一遍，
似乎难解其中之玄妙，萧闯
有些不屑地说，“意思就是
‘谁不爱亚苏？人人买亚苏’，‘不爱’连
读起来谐音很像英文的‘buy’———‘购
买’，就成了双关语‘谁买亚苏？人人买
亚苏’。”
裴庆华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
萧闯从亚苏公司载誉归来那天谢

航和裴庆华都尽量早地赶到家，萧闯早
已把十张百元大钞展示在桌上，又一指
盖着块手绢的电话机说：“装机费这笔
投资已经收回五分之一。”
谢航开心地直拍巴掌：“钱倒是次

要的，关键是你这次旗开得胜，太厉害
了，那么多方案里真的就选中你的，太
神了。”
裴庆华盯着奖金咂舌：“十个字，换

回一千块，真赶上一字千金了。”
谢航催问在亚苏公司的见闻，萧闯
描述道：“他们公司可真够破的，其实就
是四季青的一个仓库，老裴你们那个华
研不会也那么寒酸吧？一共去了三个获
奖的，说实话我真不觉得那两个方案有
什么好。亚苏的老板姓鲁，四十岁上下
吧，和我聊了几句就说咱们居然是校
友，我就说学长好。他问我做什么工作，
我说在家呆着，他就说他们公司要成立
一个企划部，问我愿不愿意来。”

“多好啊，老板点名要
你，这么器重你当然去啦。”
谢航摇着萧闯的肩膀说。
裴庆华笑道：“我估计

他瞧不上，嫌人家公司太寒
酸。”
萧闯说：“倒不是因为

这个。在场的有他们公司几
个人，估计是秘书、助理或
者宣传之类的，都被鲁总指
使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我当
时就想，换了我肯定不干，
这不跟孙子似的嘛，还不如

在家呆着自在呢。”
谢航难掩失望地说：“唉，谁不是孙
子啊，在哪儿都一样。不信你问老裴，像
咱们这样刚进入社会的都得从底层干
起，我之前是每天收发传真倒咖啡，老
裴开始的时候不也天天打开水嘛。”
“我现在仍然天天打开水。”裴庆华
憨憨地笑道。
“哎对了，你们听说过有个叫何阳
的人吗？”谢航兴奋地说，“四处给人想
点子、出主意，靠动脑筋动嘴皮子挣了
不少钱呢。

明日关注：我觉得萧闯就你这脑子
肯定比他更好使，要不你也试试走这条
路？”

《我心归处是敦煌》
作者：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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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灾难就是人为导致的
破坏，最典型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华尔
纳之流剥离、盗窃敦煌壁画的行径。
1923年 9月，华尔纳一行从西安出
发，第一次代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
术博物馆在中国实地考察。这支考察
队轻车简从，只带了滑膛枪、自动手
枪、地图、化学药品以及照相器材。这
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文物盗窃，华尔纳
一开始就瞄准了中国美术品。他相
信，只要带回实物的壁画，就能在哈
佛大学实验室的帮助下，
弄清唐朝壁画名家所使用
的颜料及其来源，解答艺
术史上一些难以捉摸的问
题。华尔纳利用特制的化
学胶布粘取了26方最为
精美的壁画，还盗走了几
尊经典的彩塑。
严重的人为破坏还有

哥萨克士兵在洞窟里的肆
意破坏。俄国“十月革命”
后，沙俄旧部阿连阔夫率
领的阿尤古斯军团败退中
国境内，新疆督军古达云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在与阿连阔夫所率领的哥
萨克军队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较量
之后，最终使其解卸武器。当时的新
疆督军遵守国际公约，应他们的要求
护送阿尤古斯军团踏上了前往第三
国的征程。但因时局动荡，北洋政府
当局恐战火再起，便于中途令其滞留
甘肃敦煌。因此1922年，在愚昧无知
的官吏的操纵下，莫高窟的一些洞窟
变成了哥萨克士兵的营地。莫高窟曾
一度关押了数百名哥萨克士兵，他们
居然在洞窟中烧火做饭，烟熏火燎，
胡乱刻画，造成了洞窟壁画的毁坏。
此外，一度也有敦煌当地人进洞

点火做饭，甚至把洞窟充当羊圈，还
有在壁画上乱写乱画的。王道士除了
出卖藏经洞文书之外，为了方便往来
各个洞窟，他居然在洞窟之间打了穿
洞，以开辟行走的通道，极大地破坏
了许多洞里的壁画。常书鸿先生主持
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之后，实施了
封洞。现在我们还能在莫高窟看到被
封堵上的王道士的穿洞。
此外，如果管理不善，旅游对莫

高窟也势必会产生负面影响。
莫高窟在历史上是供

奉佛陀的殿堂，是佛教徒
参拜的场所，本不具备开放
博物馆的条件和功能，又不
能按照博物馆展陈的要求
进行任何改造。莫高窟大多
数洞窟空间狭小，据统计，
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
大型洞窟仅 18个，50～
100平方米的洞窟21个，
25～ 50平方米的洞窟41
个，10～ 25平方米的洞窟
123个，10平方米以下的洞

窟289个，其中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下
的洞窟占了洞窟总数的83％以上，因
此洞窟可承载的游客量十分有限。
自1979年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

莫高窟的游客人数逐年增加。特别是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西部大开发，
旅游业大发展，游客数量快速递增。
2001年超过30万人次，此后每隔两
三年，年游客数量就会增长10万人
次，到2014年达到80万人次。

明日关注：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
展，未来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可能还会
不断突破纪录，这会给莫高窟本体及
其赋存环境的保护和游客服务管理
能力带来极大的压力……

50 57

□半岛记者 黄靖斐

由新生代流量明星吴倩、张
新成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冰糖炖
雪梨》正在热播，东方影都、奥帆
中心灯塔、摩天轮、红树林、岛城
前海一线……岛城观众发现，剧
中场景处处都那么熟悉。据青岛
市文旅局提供的《冰糖炖雪梨》拍
摄外景地列表显示，该剧在青岛
主要拍摄地达六十多处。青岛东
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品牌总监
刘洋透露，“剧组打卡了不少青岛
地标建筑，观众们可以边看剧边
猜景。”从全程取景、协拍群演到
出版小说，可以说《冰糖炖雪梨》
满满的青岛元素。

冰场在东方影都搭建

作为国内首部挑战冰上题材
的电视剧，《冰糖炖雪梨》出镜最
多的便是运动员们训练的场
所——— 冰场，青岛东方影都融创
影视产业园品牌总监刘洋透露，
为了达到最佳视觉效果，展现扣
人心弦的“竞技”戏码，剧组在东
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23号摄影
棚内，1：1搭建了符合国际专业赛
事的大型冰场。同时制片组还启
用了16号和18号两个1500平方
米的摄影棚，“剧中男女主角的宿
舍、更衣室等都是在这两个棚内

搭建的。”
《冰糖炖雪梨》于2019年4月
在东方影都开机，记者曾经在剧
组的邀请下，到青岛东方影都和
青岛为明学校探班。《冰糖炖雪
梨》历经一个多月的前期集训以
及100天的拍摄，于2019年7月杀
青。主演张新成在此前的采访中
透露：“我以前多次来青岛拍戏，
这里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非常舒
适，而这次来到东方影都融创影
视产业园拍戏让我大开眼界，这
里有我见过的国内最专业、最高
科技的摄影棚，还配有更衣室、休
息室、用餐区等。”

在青岛多地取景拍摄

刘洋透露，通过东方影都产
业园“一站式”配套服务，《冰糖
炖雪梨》在青岛多地取景拍摄。
无论是教室、图书馆还是海洋
馆、码头等地，都竭尽全力寻找
最符合剧中特色的场景，既能
帮助演员入戏，又能令观众拥有
视觉享受的拍摄环境。
在刚刚开播的第六集中，观

众惊喜地发现，女主角棠雪跟喻
言一起游玩的海洋公园就是青岛
海昌极地海洋公园。除此之外，还
有青岛红树林度假世界、情人坝、
琴岛之眼摩天轮、八大关和沿海
一线等，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也是

拍摄的其中一站，片尾鸣谢就包
括青岛市民健身中心运营方。
岛城观众也边看边在剧中寻

找熟悉的场景，“看到青岛海昌极
地海洋公园了！小时候就去，还有
其他镜头闪过，看到了琴岛之
眼……这简直是青岛宣传片，我
爱了！”

万余岛城群演参与

剧组拍摄时也启用了青岛的
不少群演。青岛唐赫演艺经纪有
限公司演员部总负责人于超透
露，“我们公司承接了电视剧《冰
糖炖雪梨》剧组全部的群众及特
约演员及部分冰上演员的招募和
管理工作。本剧因为涉及大量冰
上竞赛的观众场景，群众需求量
远大于通常的都市校园剧。百人
以上的大场面30余次，最大场面
多达800人，全剧100个工作日共
计使用群众特约演员万余人次。”
于超透露，除了在融创影视

产业园内剧组自建的冰场进行
大量集中拍摄外，剧组还在青岛
国信体育场、海极星体育馆、云
之贝体育馆等多个体育场馆进行
取景。
此外，该剧原著小说《冰糖炖

雪梨》由悦读纪签约，青岛出版社
出版，目前该书正在全国各大书
店及电商平台热销。

东方影都、奥帆中心灯塔、琴岛之眼……《冰糖炖雪梨》尽收青岛美景

在在青青岛岛海海昌昌极极地地海海洋洋公公园园取取景景

在在红红树树林林度度假假世世界界取取景景

在在东东方方影影都都取取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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