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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9月份开始，红旗超市、舞
东风等本地超市上线了支付宝刷脸支
付，这也是四川省内首批正式上线刷
脸支付的连锁超市。家住百草路的林
女士说，“从扫码到结算完走人，10秒
都花不到。”购买一瓶矿泉水只需要经
过扫码、选择刷脸支付、输入手机号三
个步骤，像我这种带着孩子购物的，很
多时候都只能单手完成支付操作。

蚂蚁金服副总裁杨鹏表示，数字城
市不是向往出来的，是靠科技支撑起来
的，蚂蚁相信科技会成为城市数字化升
级的“水电煤”。从整个阿里数字经济体
的角度看，阿里和蚂蚁会重点从城市大
脑、新零售、信用城市、物流生态、数据

化治理的公共服务、金融科技等6个维
度，助力成都新经济建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专家
朱克力也表示，成都新经济发展呈现
出这样一特点：技术上多元融合、新产
业朝气蓬勃、新业态物种迭生，而新应
用场景也在加速变换。“这些趋势都在
促进新经济日益成为引领成都发展
的先导力量，在市场扩张和技术变迁
的双轮驱动下，科技创新正在赋能各
行各业，成为产业升级的活力之源，
而成都对于像 BAT 以及蚂蚁这样的
科技企业吸引力正在增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杨程 摄影记者 张士博

AI“读心”、刷脸付齐齐“亮相”春熙
成都，一座被科技改变的“新经济之城”

昨日昨日，，首届数字春熙消费节在成都举办首届数字春熙消费节在成都举办，，
全国首家全国首家AIAI读心店读心店、、全国首批支持刷脸支付全国首批支持刷脸支付
的便利店亮相活动现场的便利店亮相活动现场。。在新技术驱动下在新技术驱动下，，成成
都这座休闲之都都这座休闲之都，，已经逐步成长为一座充满科已经逐步成长为一座充满科
技感的技感的““新经济之城新经济之城”。”。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数字政务数字政务、、新零售新零售、、信用城市信用城市、、
金融科技等都已在成都落地金融科技等都已在成都落地，，刷脸支付刷脸支付、、区块区块
链技术等新技术也在成都先行先试链技术等新技术也在成都先行先试，，成都人全成都人全
面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面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春熙春熙
路只是成都新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路只是成都新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成都成都
是国内第一个系统提出发展新经济的城市是国内第一个系统提出发展新经济的城市，，正正
在围绕发展新经济在围绕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培育新动能，，将将““最适宜新最适宜新
经济成长的城市经济成长的城市””变为成都新名片变为成都新名片。。

“这太神奇了。”市民杨先生昨
日在春熙路上体验了最前沿的暖科
技，不仅能刷脸支付，还能体验 AI

“读心”。用支付宝“AI挑物”小程序
扫一扫，就能识别猕猴桃是绿心、黄
心还是红心。

AI 读心店店长杨欣堪称成都
猕猴桃界的极客，他说“读心小程序
非常简单实用，为猕猴桃科普提供
了便捷的方法，这种辨别水果种类
的工具，让消费者购买更有趣、生活
更简单。”

春熙路俨然成为最有科技感的

步行街。成都锦江区商务局局长李毅
表示，春熙路商圈作为锦江区也是全
国的重点商圈，通过科技赋能实现消
费升级，有利于提升商业形象，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中心。

如今，这座新经济之城也汇聚
成技术人才的聚宝盆。成都已经成
为阿里、蚂蚁金服除杭州、北京外，
落地员工最多的城市。今年，位于高
新区的蚂蚁C空间大楼正式启用，
成都已经是蚂蚁金服的半个“技术
大本营”，1200多位蚂蚁员工中，有
50%是技术类岗位。

一场戏 /
《尘埃落定》被搬上了舞台

在《一本好书》即将收官之际，四
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
被搬上了舞台，《尘埃落定》被分成了
上下，也成为节目目前演绎时间最长
的一本书。一望无际的雪山、草地，独
有的藏区风情。“吕秀才”喻恩泰演绎
既愚钝又聪明的土司家二少爷，徐帆
则变身“傻儿子”的母亲。历史的风云
变化、即将土崩瓦解的土司制度和家
族的斗争，为了活下去，二少爷要变成
傻子。

在总导演关正文看来，《尘埃落
定》毫无疑问是一本好书，“很多人
说它是末代土司的悲歌，实际它是
超越地域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少
有的，可以被各种文化语境下的人
阅读、共享的。”关正文认为，《尘埃
落定》是一个很好的话剧题材，“我
和阿来说了很多次，可以把《尘埃落
定》改编成话剧。他说，你要愿意就
试试吧。这也是选择《尘埃落定》的
原因。”

一段故事 /
关正文曾促成小说出版

事实上，阿来和导演关正文因为
《尘埃落定》还有一段故事。1997年，阿
来写完《尘埃落定》时，被十几家出版
社退稿。对于这本书的出版，阿来也不
抱什么希望。阿来告诉记者，1997年他
和关正文在湖南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时
认识，聊文学很聊得来，有种相见恨晚
的感觉。

当时阿来的《尘埃落定》已经写出
来三年，但没人愿意出版。关正文

看了文稿后，立即在其供职的《长
篇小说增刊》中刊登了20万字。此
后，关正文又召集当时在文坛有影
响力的批评家、作家搞了一场《尘
埃落定》研讨会。1998年，正因为有
了这位伯乐，《尘埃落定》在被10多
家出版社退稿后，最终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也让阿来成为最年轻
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说：“正
文对《尘埃落定》的推出有很大关
系，后来的宣传、推广上也花了很
多心思。他对小说的理解和我对小
说的理解很相似，我们之间的故事
就延续了下来。”

一个写作者 /
目标是尽量写一本好书

今年8月，阿来凭借中篇小说《蘑
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作为一名写作
者，阿来十分高产，这十年来的作品包
括《空山》、《月光下的银匠》、《格萨尔
王》以及自然文学三部曲“山珍三部”
等。阿来说，自己对于创作还没有厌
烦，“在我正式开始写作两三年以后，
我认为这是我值得一辈子保持充分热
情去做的事。”

对于自己的书畅销与否，阿来并
不关心，“一个写作者的目标是尽量
写一本好书，把每个故事讲好。有些
书运气好会得奖，会多卖些钱，但确
实不是写作者应该考虑的。有些畅销
书未必是好书，畅销不是判断书好坏
的标准，对我来说力争把书写好才最
重要。”阿来说，《尘埃落定》刚出版
时，他曾坚信，即使10年后，《尘埃落
定》也会摆在书店最重要的地方，“现
在这个话应验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尘埃落定》二十年
《一本好书》续前缘
导演关正文二十年前曾促成《尘埃落定》出版

1212月月1010日晚日晚，，由关正文担任总导演的文化综艺由关正文担任总导演的文化综艺《《一本好书一本好书》》
播出了播出了《《尘埃落定尘埃落定》》上部上部，，该节目由曾制作出该节目由曾制作出《《中国汉字听写大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成语大会》《》《见字如面见字如面》》等爆款文化综艺的关正文团队等爆款文化综艺的关正文团队
打造打造。。节目一经播出节目一经播出，，就获就获得了豆瓣高达得了豆瓣高达99..33的评分的评分。。

昨日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四川省作协四川省作协
主席阿来回忆主席阿来回忆，，早在早在2020多年前多年前，《，《尘埃落定尘埃落定》》还未出版还未出版，，遭遇多次遭遇多次
退稿退稿，，关正文就率先在其供职的杂志刊登了关正文就率先在其供职的杂志刊登了2020万字万字，，后来还开后来还开
研讨会研讨会，“，“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很相似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很相似，，友谊就延续了下来友谊就延续了下来。”。”对于对于
《《一本好书一本好书》》的形式的形式，，阿来则表示很生动阿来则表示很生动、、很形象很形象。。

成都人对于新东西、新业态的接受
程度高。成都的消费爆发力强，有培养
发展新经济、新零售的土壤。今年1月，
盒马首店落地莱蒙都会后，预计3年内
在成都将开50家店。盒马鲜生运用了大
数据、IOT等多项技术，活蹦乱跳的龙
虾可以在30分钟内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商场每平方米的产出可以超过5万每
年，比传统零售的1.5万多了3倍多。

作为全国首个码商之城，成都发达
的线下经济为码商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
环境。不管是路边的早餐摊还是菜场的

小摊主，成都的商家现在只要一张二维
码就能做生意，他们称自己为“码商”。

2018 年 5 月，支付宝和媒体等生
态合作伙伴在成都共同发起“天下码
商成长计划”，面向成都码商提供移动
支付、贷款、理财、保险、信用、赊账进
货等服务。成都的 80 后码商最善于
接受新鲜事物，更有冲劲儿和生意扩
张的意识：在支付宝上贷款的人数高
于90后、70后、60后，且与“长辈们”拉
开最多达20倍的差距，但在使用余利
宝理财这点上，就没这么悬殊。

作为连续多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冠军的成都，老百姓在家动动
手指就可以办事，这种“懒”也是别样的
幸福。早在2015年，成都就已经接入支
付宝“城市服务”。如今，成都各公共服
务部门通过在支付宝上开设“窗口”，成
都人目前能用支付宝办的事，多达80多
项，包括公积金、医院挂号、缴水电燃
气、电子社保卡、社保查询等社保类服
务、出入境服务、违章查询等便民服务。

“只要用手机付款里的乘车码就可
以上公交了。”在双流机场附近工作的刘
响现在上车，只要将二维码靠近公交车
刷卡器下方的扫码器，迅速“滴滴”两声
后，车内语音提示“请上车”，眨眼工夫便
完成操作。除双流区的公交车全面接入
了支付宝外，在出行方面，成都地铁、高
铁站、汽车客运站、商场等9大出行场景
均可支持移动便捷支付。此外，成都人
海外使用支付宝也日渐成为习惯。

新经济腾飞助力
成都“加冕”码商之城、新零售之城

成都进入“刷脸支付”时代
专家点赞：新经济成为引领成都发展的先导力量

入围“十大不跑腿城市”
成都人可在支付宝掌上办事多达80项

“暖科技”武装春熙路
AI“读心”店首次亮相

《大江大河》首播 观众点赞细节还原真实

导演孔笙：我们真诚对待了那个年代

戴着黄色的塑料眼镜，一件红
背心 ，19岁的下乡青年宋运辉娴熟
地在猪圈内喂猪……10日晚，《大江
大河》在东方卫视播出，一开篇就对
准了王凯饰演的宋运辉。作为一部
致敬改革开放40年的主旋律电视
剧，《大江大河》讲述了自1978年起
到1988年的10年时间里，国营经济、
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典型代表宋
运辉（王凯饰）、雷东宝（杨烁饰）、杨
巡（董子健饰）在变革中不断探索和
突围的浮沉故事。

剧中共有3个男主角，王凯、杨
烁、董子健的合作无疑是一大吸睛
点。不过，一开始，导演孔笙并不希
望启用明星阵容，“我打算一个明星
都不用，就找最适合人物的。”身为
制片人的侯鸿亮则表示必须考虑到
市场，侯鸿亮认为王凯、杨烁完全可
以驾驭，“他们不会在意演员的形
象，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打碎。”这种

“打碎”在孔笙看来一定是演员形象
的突破。比如给王凯设计了一副黄
框架眼镜，“真的就是想破坏一下他
的外化形象。”而为了更贴合宋运辉
的书生气，王凯也特意从67公斤减
到了60公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
到，《大江大河》剧集从剧本、制作
到表演都保持了侯鸿亮、孔笙团队
一贯的高水准，画面、剧情等细节
的处理也延续了团队的“处女座”
风格：大到镇上革委会办公楼、绿
皮火车，小到主角身上洗褪色的裤
子、红色的大背心、绿色胶鞋、套上
竹编的水瓶等等，都让人“穿越”回
那个年代。“小雷家村”等场景都是
根据历史事实“1：1”还原搭建的，
在保证了时代质感和精神面貌的

同时，也令演员更容易沉浸其中、
深入角色。

在这部剧拍摄期间曾发生了
一个故事。当时道具师给主角准备
了红烧鸭和红烧肉拍摄，但导演孔
笙看到后，非常严厉地命令撤掉。
事后孔笙解释，自己是经历过那个
年代的，很清楚当初老百姓们过得
是怎么样的生活，像这些东西在当
时根本就吃不到。“虽然说是年代
剧，但我们都经历过，看到过。如果
不真实，观众一看就看出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大江大河》
在拍摄期间，采用了业界几乎很
少用的顺拍。所谓顺拍，就是按照
剧集情节发展的顺序进行拍摄，
这种方式需要耗费极大的时间、
物力和人力。谈及顺拍的原因，孔
笙解释，《大江大河》聚焦的是时
代变迁与社会变化，“房子在变，
路也在变，一切都不停在变，美术
就要不停地建，这个过程我们尽
量做到顺拍，可以给美术时间不
停地翻新。”

《大江大河》的原著《大江东
去》在豆瓣上得到了9分的高分。有
意思的是，小说的作者阿耐也正是
大火的《欢乐颂》的作者。有声音认
为，这样一部正剧范儿十足的献礼
剧，恐怕很难吸引年轻人。

侯鸿亮认为，检验一部剧是
否能吸引人，根本标准依然是剧
的品质。他直言不讳地说，有很多
1978年到1988年的戏，已经穿了
上 1998 年 的 西 装 了 ，或 者 穿 了
2018年的西装了，那年轻人会喜
欢吗？他们在那个年代就用2018

年的方式谈恋爱了，大家会喜欢
吗？“我觉得不是迎合年轻人的问
题，是智商的问题、是专业上出问
题，我们屏幕上充斥着这种电视
剧，我觉得这是问题。”

孔笙则表示，应该先把电视
的观众拽住，再通过观众的口碑
把年轻人拉进来。孔笙说，《大江
大河》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
触动，父母会带动他们的孩子追
剧，“我们真诚对待了这件事情，
对待了那个年代，应该能打动人。
我们虽然是献礼剧，但是努力做

得更好看，更真诚一些。”侯鸿亮
说，这部剧在卖版权时，几大视频
网站很积极，让他很意外，但也说
明视频网站认为年轻人会喜欢这
部剧，“我们的强项是口碑，我们
只能尽力去做，有一部分观众喜
欢我们就很欣慰，不喜欢看的也
很正常。文艺就是百花齐放的，我
们始终对得起喜欢我们的那部分
观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图片由东方卫视提供

王凯戴着黄色
的塑料眼镜，穿一件
红背心 ，娴熟地在
猪圈内喂猪……在
导演孔笙看来，这种
“打碎”一定是演员
形象的突破

变形象

大到镇上革委
会办公楼、绿皮火
车，小到主角身上洗
褪色的裤子、红色的
大背心、绿色胶鞋等
等，都让人“穿越”回
那个年代

抠细节

1212月月1010日晚日晚，，由侯鸿亮由侯鸿亮、、孔笙孔笙
所带领的正午阳光团队制作所带领的正午阳光团队制作，，
改编自阿耐小说改编自阿耐小说《《大江东去大江东去》》
的电视剧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大江大河》》在东方在东方
卫视播出卫视播出。。

首播的剧集中首播的剧集中，，主要对准了王主要对准了王
凯和童瑶饰演的宋运辉凯和童瑶饰演的宋运辉、、宋运宋运
萍高考达到了分数线萍高考达到了分数线，，却面临却面临
不能上大学的困境不能上大学的困境，，两人的遭两人的遭
遇也让观众揪心遇也让观众揪心。。此外此外，，剧中剧中
极具年代质感的服化道极具年代质感的服化道、、场景场景
等在网络上也得到了观众的等在网络上也得到了观众的
好评好评。。制片人侯鸿亮表示制片人侯鸿亮表示，，电电
视剧一定要尊重细节视剧一定要尊重细节，，拍出那拍出那
个时代的个时代的““那种劲儿那种劲儿”。”。

有趣有趣
给王凯一副黄框架眼镜

“就是想破坏一下他的外化形象”

有料有料 1：1还原搭建历史场景 “如果不真实，观众一看就看出来了”

有心有心 正剧也能吸引年轻人 “我们真诚对待了这件事情，对待了那个年代”

用户体验支付宝“AI挑物”小程序

该剧是一部致敬改革开放40年的主旋律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