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过成龙新电影《十二生
肖》 的人，都会注意片中这样一
个镜头：成龙戴着手套将国宝兽首全
方位扫描一遍之后，兽首的数据就通过
手套上的传感器扫描进了电脑。片刻后，
一模一样的兽首就制造出来了。这种制造
方法就是公众越来越熟悉的 !"打印技术。
“!" 打印这项技术其实很早就开始应用

了，不过主要是用在工业方面，像是一些精密
仪器的制作。但是将 !"打印技术用在艺术创作
方面的却很少，在国内我们格物工作室算得上是
第一个。”宋波纹说。她是一个敢于将这种技术用
于艺术创造的设计师。

两年前，宋波纹还是中央美术学院一名大三的学
生，在偶然的学习中接触到 !" 打印。经过了解，她
觉得 !"打印技术没有手工艺制作的诸多限制，可能更
加接近设计的本来要求。#$%# 年初，宋波纹在比利时
!"打印礼帽设计比赛中获得亚军。这就证实了她对 !"

打印更利于艺术设计的猜想。她设计的这个礼帽有很多
细小的线条，采用的是尼龙的材料，通过 !" 打印做出
来，很软很有弹性。模特戴着它走秀的时候，会有震颤
的感觉。如果采用传统手工艺，不但很难寻找到合适的
材料，而且人工不可能精巧地完成这些线条，如此完美
地呈现她的设计理念。

这次成功给了宋波纹很大的鼓舞，她开始潜心研究将
!"打印技术运用到艺术设计领域。当时国内对于 !"打印
用于艺术设计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国外也少有资料，一切
都只能够靠自己慢慢摸索学习。在宋波纹创业之初，身边
的老师和朋友支持她想法的很少。刚毕业那年，圣马丁艺
术学院的一位老师担任宋波纹的导师，虽然已经对 !" 打
印很了解，但仍然不建议她去做。

为了坚持自己的选择，一开始宋波纹只是和老师为了
!"打印艺术品创业要不要做、怎么做进行争辩讨论，到了
后期两个人经常就在课堂上吵起来。“因为以前从来没有
人做过这样的尝试，没有人将 !"打印承载那么多的思想，
他想象不出我能把控到什么程度。”即使是这样，宋波纹仍
旧一直坚持着，不依靠外界的力量，自己摸索学习。

最终宋波纹利用 !"打印技术所做的毕业设计作品《十
二水灯》 获得了中央美术学院校长提名奖这一学校的最高
荣誉奖项。水灯做出来之后，也给宋波纹自己带来了很多惊
喜。宋波纹说：“我想要的东西有我自己的想法，!"打印
技术能帮我完成到这么好的程度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从此
老师非但没有再继续制止她的创业想法，反而主动帮助她运
作，联系一些朋友来订购她的作品。

刚开始用 !"打印做水灯时，宋波纹每天都在不断地思
考、反复地尝试。怎么样去把水形象化，怎么样去表现她
想要的混沌的感觉，对宋波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困扰。没
有进展的时候，她就到学校的池塘边看水，想要寻找一丝
灵感。

秋日的阳光洒在水面上，秋风拂过水面泛起阵阵涟漪。
宋波纹觉得，水的线条感很有意思，不是一种波纹的简单
重复。水纹的美妙让她想起了曾经的一次落水经历：“我
大一的时候去郊区划竹筏，不小心掉在水里面。掉下去发
现水很浅，但是浮力很大，挣扎了几次站不起来，我就躺
在水里看水。水纹把阳光都撕碎了，那个感觉很模糊，什么东
西都没有形状，世界变得很奇妙。”宋波纹将脑海中这种难
以形容的水的张力和碎片感，与宋代马远《水图》的《秋水迥
波》中的状态相结合，放到了第一盏水灯的创作里。
“要做就做不一样的东西，一定要收获一种全新的艺

术体验。将那么昂贵的技术用于一个机械化生产可以轻松
实现的用途，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宋波纹的坚持，不仅
给了自己一个呈现艺术理念的机会，也让 !"打印技术有
了在艺术创造方面的新突破。

宋波纹觉得看作品的人与作品有一个精神交流，就
达到了艺术家创作的目的。她和伙伴们把这种在学校里
培养到的艺术情怀延续到了工作中，他们的格物工作室
专心以自己的艺术理念，通过 !"打印制造的方式为客
户限量定制艺术品。

宋波纹坚持着创作的理念，不会为了接活而做东
西。她说那样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她想要的：“我们根据
客户大致的要求来进行自己的创作，不是简单地去给
人家装饰某个东西。我们的想法客户不能干涉，接受
我们的艺术见解，也是一个互相欣赏的过程。”

一些对艺术要求比较高的人会主动联系宋波
纹，他们很难从市面上找到满意的艺术品。能够
将思想倾注到 !"打印物品中的人没有几个，普
通的 !" 打印其实与手工艺和机械化制造无异，
只是将原有的物品概念再次重复，很少具备艺
术欣赏的价值。
“我们不是工匠，有些东西很多工程师

可以做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让艺术家来设
计，让我们去做，就是看中我们的思想。
我们也不是炫技，只是专心坚持于我们
的脉络，一步步地往前走。”格物工
作室的牟衍霖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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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作品中收获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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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春节之际，国家
图书馆将联合全国 && 家
省、市级图书馆推出“网
络书香过大年”系列春节
活动，活动从 #$%! 年 #

月 '日正式启动，将持续
到农历正月底 （! 月 %%

日），内容包括虚拟网资
源上线、趣味答题、新春
讲座等，借助虚拟网为各
地读者送去丰盛的网络文
化大餐。

在国家图书馆的专题
网页，读者可以看到对虚

拟网资源进行了集中介绍与展示，其内容还包括全国省、市级馆长拜年视频及新春贺词、新
春讲座预告等栏目，为全国读者送去新春祝福。

此次网络书香过大年活动，集纳了 %$$余万册中外文图书、($$余种中外文期刊、(万
余个教学课件、%)万余份外文档案全文、%万余种图片以及 !$$$余种讲座和地方戏曲等视
频资源，总量超过 %#$*+。活动期间，#$家图书馆的读者在馆区即可通过互联网浏览和检
索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数字资源。

在春节期间，各地图书馆读者还可通过互联网同步收看国家图书馆组织的“传统年画精
品鉴赏”、“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等新春专题讲座。

大年正月初一（#月 %$日），国家图书馆将在总馆北区四层数字共享空间开展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新春趣味答题活动。广大读者可在线参与答题，答题后即可获得精美的新春小礼
品，增添浓浓的过节气氛。与此同时，各地图书馆也利用电子阅览室开展形式多样的答题活
动。

此外，各地图书馆还自主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春节活动，比如辽宁省图书馆不仅举办
了珍贵古籍特展、灯谜会、手语世界等活动，还开展了为农民工子女服务等公益活动；首都
图书馆举办了“京城惊喜”主题展览，以全新的视角介绍了北京特色、好看好玩的京城秘
境。各地图书馆结合本地特色组织的多彩新春活动丰富了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增添了喜庆
祥和的文化氛围，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知识中心、文化中心的社会作用。

今年春节有不少电影上档。% 月 !% 日，电影 《爱情不 ,-》 在京举行了主题为“贺岁不
,-”的主题首映发布会。导演朱时茂携 '位主演悉数亮相，畅谈拍摄趣事，为观众拜早年。

将在大年初一（#月 %$日）正式上映的贺岁档合家欢喜剧 《爱情不 ,-》，是朱时茂导演
继《戒烟不戒酒》之后的又一喜剧力作。邀请到了时下人气火爆的信、李小冉、钟欣桐、余少
群 '位青年演员担纲主演。

影片讲述了发生在剧组中两对儿“欢喜冤家”的“恩怨”趣事：信饰演的郑直，是一名风
头正劲的大明星，与急速走红人气飙升的女星苏妮娜（钟欣桐饰）一同受邀出演好莱坞女导演
曼迪·吴（李小冉饰）的电影《小城往事》，二人一同上演“穷小子”追求“富小姐”的爱情故
事。与此同时，《小城往事》剧组中一个叫川子（余少群饰）的群演，凭借一张童年合照认定

当红女星苏妮娜就是他青梅竹马的“三妮”，并笨拙
而真诚地对苏妮娜表达爱意。于是，'个不同背景的
人在片场发生了一连串惹人捧腹的情爱纠葛。

发布会上，信爆料自己算得上是剧组中的 ,-

王，在一场吃面戏中不断 ,-，连吃 &碗。被问及吃
面戏创作灵感是否来自于当年与陈佩斯一起表演的小
品时，朱时茂不置可否：“吃一直是电影的重要表现
内容之一，吃可以表现很多喜剧色彩，至于怎么达到
喜剧效果，是要由导演来掌握影片的节奏。”

人缘一向很好的朱时茂这次也请来了不少大腕好
友客串电影。在发布会现场，《爱情不 ,-》的群星
特辑视频揭开了这些大腕的“神秘面纱”。赵宝刚、
张铁林、潘长江、孙楠、齐秦等明星闪耀亮相，甚至
还有前世界体操冠军李小鹏、李大双李小双兄弟惊喜
加盟，各行各业的明星齐聚，也为影片增色不少。

传承经典，乐动未来。近日，#$%!“魅力校园”新春
民族器乐音乐会在北京完成了录制，来自全国各地的 %.

支代表队的数百名师生齐聚一堂，共同奏响如歌校园的新
春乐章。这场由中国教育电视协会、“魅力校园”联合中
央电视台音乐频道联袂打造的音乐会，将会在春节期间为
全国观众播出。

魅力校园新春民族器乐音乐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三
年。这场音乐会仍旧以促进民族音乐创新，传播时代经典
文化，引领校园乐团成长为宗旨。用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
气息的器乐合奏，展现中华民乐的崭新魅力。

今年 %%岁的肖蕴娥与其他 !.名小朋友一起，兴奋地
从四川攀枝花赶到北京，想要在全国的观众面前展示他们
练习已久的《瑶族舞曲》。肖蕴娥已经学习了 .年的古筝，
每天的练习让她都会觉得很开心。她说：“有的小朋友练
习很久了就会很烦，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古筝，所以我不会
觉得累。现在最希望爸爸妈妈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多年来，魅力校园为倡导科学的音乐教育观不懈努
力，希望通过新春音乐会这个平台，真正点燃学生学习音

乐的乐趣，展示校园乐团的独特感染力。青岛开发区香江
路第二小学的校长顾玉利说：“这个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感
悟到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更是在校园里掀起感悟艺
术、享受音乐的气氛，让孩子们乐在其中。这个魅力校园
的活动，也给孩子们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真的是全国各
地校园乐团的欢乐节日。”

台上的孩子们欢快地演奏着，台下家长和老师们兴奋
地举着相机，记录孩子们的精彩表现。王凝的妈妈很自豪
地告诉记者，她的女儿从小对音乐就特别有领悟力。
“学习乐器之后，她的思维能力也提高了特别多，他们乐
器班的同学整体学习成绩也比普通班的学生好很多。对传
统民族乐器的学习非但没有让孩子们的童年变得枯燥，反
而对他们心智的开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在这个朝气蓬勃的舞台上，清华国乐队、北京科技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人大附中乐团、香港新声国乐团、北京四中民乐团、
国立台南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等大、中、小学民乐团都
曾展示过他们的校园乐团的魅力。

网上品书过大年

爱情、快乐不NG

校园音乐会迎新春

本报北京电（记者张意轩）未来电视和小米日前在京
正式签约，未来 !年将在互联网电视领域进行全面战略合
作。

通过此次合作，全新推出的小米盒子接入未来电视运
营的中国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包括节目集成与播
控、/0- 管理系统、客户端管理系统、用户管理系统、
计费认证系统和版权管理系统等将全部由未来电视进行管
理，小米盒子通过中国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向用户提
供服务。这是小米首次与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方正式
合作，待行业主管部门正式批复后，小米盒子将在试点地
区上海、杭州和长沙上市销售。

据悉，未来电视有限公司是中国网络电视台旗下从事
互联网电视业务运营的子公司，以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
“中国互联网电视”为呼号，进行互联网电视业务运营，
成立一年来，已经与 *12、海信、康佳、2-、华录、易
视腾、乐视等都建立了合作，目前市场上主流的互联网电

视一体机和机顶盒中均可见到其身影。
未来电视负责人表示，这次合作是

双方基于对互联网电视产业前景的一致
看好，和双方对用户体验极致追求的共
同理念。小米公司在产品研发、市场营
销方面的能力有口皆碑。未来电视具备

专业的平台和内容运营能力，可管可控的集成播控平台、
海量的节目内容储备，以及包括央视蛇年春晚，#$%' 年
世界杯等独家资源，这些都将为用户带来更加优质的互联
网电视体验。

小米相关人士表示，此次选择未来电视作为合作方，
主要是看重未来电视的专业化运营能力，和双方在理念方
面的共识。依托央视和中国网络电视台的资源，未来电视
不仅在品牌、内容方面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还有一支专
业化的运营团队，对用户需求有更好的把控能力。小米从
成立以来一直以用户需求为核心，不断在技术上加大投
入，此次联手未来电视推出的小米盒子，将给用户带来全
新的视听感受，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双方在发布会上还表示，未来小米盒子将会进一步优
化完善，未来电视也将进一步优化 /0- 界面，提升用户
体验，共同开发推出全新的下一代产品，为广大互联网电
视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小米盒子“复活”

宋波纹的礼帽设计作品

礼帽细节

《十二水灯》 之

《长江万顷》

《十二水灯》 之

《秋水迥波》

《十二水灯》之《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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