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大周刊·拜年特辑

周刊

11
2021年2月18日 星期四

主编：沈峥嵘 / 责任编辑：孔祥宏 / 版式：牛旭丽

邮箱：xhrb2018@163.com

□ 本版撰文 蔡姝雯 张宣
杨频萍 沈峥嵘

“云拜年”“云游览”
文博科技庆新春

“用心愿点亮莫高窟，迎新纳福”“你即将
看到千年首次开放的莫高窟夜景”。大年初
一，正在刷手机拜年的南京市民周晓晴，收到
了朋友发来的微信小程序拜年链接，点击“点
亮莫高窟”入口，伴随着古朴辉煌的音乐，星空
下的莫高窟全景图在手机屏幕上铺陈开来
——莫高窟222个洞窟“星星点灯”，崖体上空
的“银河”与洞窟光亮交相辉映。“好壮观！”周
晓晴一边感叹一边根据指引点亮第107窟，并
选择心愿“庆春熙，家宅和顺”生成自己的专属

“福卡”。“福卡很有讲究，图片是对应心愿的莫
高窟61窟中的五代农作图。”

“千年前，人们点亮莫高窟，迎接新春；今
天，一起云点亮莫高窟，祝福家国。”周晓晴说，
这种云端的拜年和祈福方式令人眼前一亮。
将链接转发给更多朋友后，她继续探索起“云
游敦煌”小程序，发现除了“点亮莫高窟”外，还
有“新春画语”“数字敦煌”“云游敦煌动画剧”
等多种数字互动或沉浸式体验。“前几年我曾
去过一次敦煌，通过预约排队只参观到 7 个洞
窟，但是‘数字敦煌’已经开放30个洞窟，每一
个点开都是高清全景体验，光线足够看清每一
个细节，360 度无死角畅游！”周晓晴有点惋惜
自己没有 VR 眼镜，“我看到‘数字敦煌’有连
接 VR 设备的入口，相信 VR 沉浸式体验会更
让人身临其境。”

千年壁画“动起来”，《谁才是乐队 C 位》
《神鹿与告密者》《太子出海寻珠记》⋯⋯云游
敦煌动画剧也是科技感十足，出道即爆红的大
唐乐队，乐伎衣袂翩跹，指尖轻拨琵琶、阮咸、
箜篌、横笛⋯⋯欣赏动画之后，周晓晴还拉着
儿子一起挑选动画剧为壁画故事配音，“不体
验不知道，现在文博类的‘云游览’已经做得这
么好了，真是科技改变生活！”

据了解，此次腾讯联合敦煌研究院推出的
数字化“拜年”——“点亮莫高窟”，利用移动数
字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在网络空间首次复原了
莫高窟燃灯民俗。呈现出的莫高窟数字全景崖
体以真实崖体为参照，222 个洞窟的位置均与
实景崖体一一对应，崖体下方是被称为莫高窟

“最美塑像窟”的唐代第45窟VR实景。同时，
“点亮莫高窟”数字创意中的光线根据真实时间
同步呈现，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会变换不同的
光线面貌。此外，通过AI技术学习莫高窟壁画
中的色卡和纹路，“新年福卡”呈现的都是个性
化底纹，区块链技术则为每张福卡提供唯一哈
希值，实现数字产权保护的“永久存证”，每位观
众的“点亮”动作都会被永久记载在互联网上。

新兴技术的应用打破了时空阻隔，让“就
地过年”的人们乘着科技的翅膀去往更“远”的
地方。“这是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法
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分别馆藏的《康熙
南巡图》三、四卷首次数字化‘合体’，动动手指
就可以在手机上沉浸式探索30米长卷。”文博
爱好者刘忻向记者推荐了“国宝全球数字博物
馆”推出的“瑰宝云拜年”，“不出国就能欣赏全
球多个博物馆馆藏的中国珍品文物，拿《康熙
南巡图》来说，首先大量描绘了北京、山东、江
苏、浙江在当时的风土人情、地方风貌，其次每

游览到一个‘应景’的画面时，还能生成拜年海
报，比如打扫庭院的画面是‘横扫霉运，大吉大
利’，牛耕田的画面是‘牛年转牛运’，‘云拜
年’+‘云游览’，这种拜年方式别具一格！”

“数字技术，AR、VR、3D 渲染技术等，已
经广泛运用在许多文博科技类的数字场馆或
虚拟场馆中。”南京锐驰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部经理尚好利告诉记者，“云游览”已越
来越被大众接受，比如他们参与搭建的“江苏
网上科普馆”，在春节期间游客如织，“一方面
是疫情防控的原因大家选择了虚拟场馆，一方
面是在实体场馆中参观有时候会有走马观花
的感觉，缺少全局的观感，而通过网上展厅或
者是虚拟展厅的方式，反而能获得全局性的沉
浸式体验。”尚好利说，通过数字技术搭建虚拟
场景，用3D渲染技术使其真实化，从而呈现出
真实感强、全方位、可切换视角、可回放的场
景，并结合视觉、听觉进行很详细的服务介绍，

“云拜年”“云游览”等形式的兴起，丰富了过年
的形式，也让大家“就地过年”年味不减。

科技上春晚
感知中国科技“拓荒牛”

近年来，春晚越来越重视科技。今年的春
晚，更是堪称史上科技属性最浓厚的一届。作
为国家级的年度盛事，春晚本身也在寻求技术
突破，同时，还承担着向社会公众展示中国科
技进步的使命。

早在《2021 年春节联欢晚会》发布会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姜文波介
绍 说 这 届 春 晚“ 新 技 术 喷 涌 ”，有 多 个“ 首
次”：舞美首次采用 8K 超高清视频进行呈
现、首次采用 AI+VR 裸眼 3D 演播室技术、在

“央视频”和“央视文艺”进行首次“VR 视频+
三维声”直播⋯⋯这多个“首次”蕴含着满满
的科技力量。

春晚有几个李宇春？春晚时尚走秀《山水
霓裳》播放时，网友们纷纷发出这样的疑问。节
目里，一个李宇春变成8个穿上不同服装的李宇
春。“我们使用了电影分镜拍摄手法和克隆加变
装技术。”创意节目导演郝婧介绍，镜子成为穿越
的介质，李宇春穿过镜子就到了沙漠、湖泊、麦田
的场景，这是一种沉浸式体验；场景通过三维建
模后分镜拍摄，再将克隆换装的李宇春植入到这
些场景中，实现移步换景，身临其境。

节目内容上，春晚越来越重视引入具有科
技含量的节目，比如刘德华、王一博、关晓彤和
机器人一起表演的节目《牛起来》，其中就有大
型四足机器人“拓荒牛”参演。提到四足机器
人，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全球闻名，可实现跳、
跑、后空翻等高难度动作，但我国自主研发的
四足机器人也不赖，在春晚舞台上做出旋转跳
跃的动作，科技感十足。

“研发四足机器人技术难点就是力控关
节，力控关节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电机、减速器、
码盘和力矩反馈单元的选型上。”深圳优必选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拓荒牛”背后
蕴含了一系列中国科技企业自主研发的硬核
技术：高性能实时主控系统、力控伺服驱动器、
全动力学优化算法等，其中涉及的申请专利超
2500 件；未来四足机器人可以在人工智能和
机器人科研教育、商业服务、安防巡检等领域
落地应用。

同样是《牛起来》节目，刘德华未能到现
场，但在电视屏幕上，身在香港的刘德华“穿
越”到春晚舞台卯榫结构的传统建筑上放
歌，甚至还和现场演员同台互动，仿佛真的
来到现场一般，许多观众看后感慨万分，并
将话题“刘德华云录制毫无违和感”推上热

搜。据介绍，《牛起来》节目中，刘德华演唱
场景采用了 XR 技术，其作用是制造极强的
空间感。XR 技术是虚拟现实（VR）、增强现
实（AR）和混合现实（MR）的统称，也被称
之为扩展现实技术。

这一技术原理具体是如何操作的？郝婧
告诉记者，拍摄是远程拍摄，在总台机房里可
以实时监看刘德华整个录像过程，随时可以通
话，就像在现场指挥演员动作。在拍摄的同
时，依靠绿幕抠像的手段，让刘德华出现在整
个场景之中；为实现刘德华与身边元素配合互
动，春晚总台还将一同互动的机械牛数字化，
做好了三维模型，植入到刘德华的空间里面，
实现虚拟互动。总台的XR团队和AR团队互
相配合，连接刘德华的空间和春晚现场空间，
从虚拟过渡到现实，实现人物、道具与虚拟场
景的互动和结合。

科技加持“原年人”
温暖了年味时光

这个春节，不少人选择留在异乡，各地交
通枢纽不再人山人海，科技也为人们带来更多
的温暖和保障，让牛年春节一样充满魅力、“热
气腾腾”。

从 2 月 9 日到春节期间，铁路南京南站的
北广场两侧共有 16 组互动式投影设备，每天
18点30分至21点30分，配合音响效果，1000
平方米的广场地面上会出现浪花翻腾、红枫落
叶等效果，市民和游客来往之间，不仅可体验
脚底生花，还会听到阵阵“鞭炮”声响。

“有了互动式投影，等车的时光也变得生
动有趣了起来，不必枯坐看手机打发时间。”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
教授袁伟伟介绍说，这种虚拟现实技术与行
为识别技术在生活中已经广泛应用，通过摄
像头对用户进行拍照，再对用户的影像进行
分析，综合运用图像处理中的各种智能算法，
识别其动作给出相应的系统响应，通过虚拟
现实技术，运用声光电手段，带给用户沉浸式
的互动体验。

为避免聚集用餐，铁路南京南站还配备

了智能取餐柜，采用 24 小时不间断紫外线杀
毒模式，保温保鲜。旅客通过手机下单，到车
站后便可到智能取餐柜自助取到热气腾腾的
饭菜。

各种“高大上”的机器人在全国机场、火车
站、商场、景区、酒店“撸袖”上阵，走进火车站、
机场、商场的大门，人们先“邂逅”的往往是智
能测温机器人，提供测温、消杀、设备检测等各
种安全保障；在南京新街口各大商场内，造型
憨憨的机器人热情地在客流中往来穿梭，随时
为顾客提供咨询指引、互动娱乐的服务，吸引
了不少市民的注意。

袁伟伟告诉记者，智能测温机器人运用
红外探测技术，不仅能够在复杂场景中同时
对多人进行温度监测，还能够自动统计已筛
查人员数量，检测来访人是否佩戴口罩，具
备移动消毒功能，进行复杂场景的智能监
控，方便进行各项大数据分析，“春节期间客
流增多，智能测温机器人通过多项智能技术
手段的综合运用，大大减少了常态化疫情防
控中测温的人力成本，助力大家过好安全团
圆年。”

VR 沉浸式过山车、“魔镜”声控立体烟
花、机器人写春联挂灯笼⋯⋯酷炫的科技元
素，正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提供越来越多的
便利。

科技在尽展魅力的同时，也在为人们带来
情感满足。留在异乡的游子们有的用百度地
图的“街景时光机”看看家乡、看看怀念的地
方，化解乡愁，有的则用微信推出的“群聊炸屏
表情”“定制拜年红包封面”等产品，向亲友们
花式拜年，一解思念之苦。

“打开街景图，直接搜到了我读高中的学
校，浏览全景，好像回到了读书的时光。”河北
籍的南京大学生张贺因为疫情不能回家，通过

“时光机”按钮，他一下子回到了充满回忆的中
学校门口。潘萌萌在苏州工作了 10 年，今年
第一次没回高邮的老家，通过街景图“云回家”
的她，看着家乡街边充满烟火气息的小店，点
击留言道，“突然发现这个城市真好，无论到哪
都恰到好处。”浏览着相同地点的留言，她惊喜
地发现很多老乡都在“云分享”着共同的年味
时光。

共襄春熙，
中国年里新科技

编者按 牛年上班第一天，本报《科技周刊》给读者拜年，一起为开工助力！这个春节，

科技如影随形，臻醇情感，使得现实中即便无法“家人围坐”也一样“灯火可亲”。让我们一

起回顾年味里的科技感，也让我们期许新的一年里，科技带给人类更多的至善至美。

牛年春节，“原年人”成为网络新词：就地过年，不
仅是集体意识极强的中国人顾全大局的自我选择，也
是对“年”这个古老中华文化价值解读的时代更新。而
科技，成全了其中的情感抵达。

时代演进，习俗变迁。手掌中的文博科技祈福庆
新春、春晚技术传递中国科技新腾飞、生活里的科技范
如影随形⋯⋯科技创新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年味中
蕴含更多科技感、呈现更多时尚范，也让人们寻回春节
新的仪式感，丰富了中国年“团圆、祈福”的精神内涵。

科技不仅传承文化、温暖年味时光，更在日常的人

文联姻中回答人类的终极追问：科技与人文如何联姻？
人类从诞生起，便拥有了两件武器、一对羽翼：科

技与人文。从茹毛饮血到信息时代，人类不断受益，也
不停迷茫。科技腾飞是要物化人类情感、异化人类生
存、吞噬人类自由，还是最终抵达“诗意的居住”？

“林中多歧路，而殊途同归”，人类不断在平衡中回
答自我考问：决不是简单地抛弃现代科技文明回到原
始洪荒时代，而是加速科技与人文的联姻，让至善至美
成为科技的起点与终点，让科学理性为人文的实现加
持护航，唯其如此，才能构建共生共赢的臻美图景。

科技联姻人文：

让情感
诗意抵达

记者手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