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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航天飞机在得克萨斯与路易斯
安纳上空再入大气层时解体!机
上七名宇航员遇难" 自那之后!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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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数十家联
邦%州 %当地机构共同搜寻了得
克萨斯东部的每一寸土地!寻找
飞机残骸和机组成员' 在众多志
愿者帮助下!这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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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
与的搜寻活动成为美国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陆地搜寻"

本书作者迈克(雷因巴奇是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约翰(

RV

肯
尼迪太空中心航天飞机发射主
管!参与了计划并实际发射哥伦
比亚号)他亲眼目睹了灾难的发
生!他还是搜救活动的主管" 另
一位作者约翰森(沃德则致力于
向大众介绍太空项目"在哥伦比
亚号航天飞机空难

HT

周年之
际!他俩讲述了这次灾难的直接
影响和长远影响"

故事从沉默的航天飞机舱和

地面对已发生悲剧的恐惧开始"

机舱分解! 残骸散布在东得克萨
斯和路易斯安那长达

HTU

英里的
地带"作者严格按时间顺序!详细
描述了这次搜寻残骸和人员遗体
的过程" 耗资数百万美元后!最
终!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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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飞机残骸&大多
为硬币大小 $! 几乎是飞机的
WUX

!以及七位宇航员的遗体" 书
中虽提到搜寻遗体! 但出于人道
考虑!并未详细说明具体状况"相
反!他们讲述了让人心酸的故事*

现场找到的一只手表! 归还给了
遇难者的遗孀)

除了认真整理材料!以分析所
得结论来说明飞机坠毁的原因!作
者还讨论了此次灾难对之后的航
天飞机任务和项目的影响)更重要
的是!作者希望能给每一位曾对项
目和搜寻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
以应有的赞扬)因为正是他们的共
同努力!才让人们得以了解到底发
生了什么!并使航天飞机得以恢复
工作!回到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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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大战的艺
术 # 最后的绝地武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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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了整整两年后!+星球
大战,的全球粉丝们终于迎来+最
后的绝地武士,) 该片紧接上一
部+原力觉醒,的结局!天行者家
族又一次踏上冒险的征程!他们
试图揭开原力的古老秘密!探索
新共和国首都被-第一军团.袭击
后的秘密往事)

影片邀请曾执导+环形使者,

+布鲁姆兄弟,等片的莱恩/约翰
逊担任编剧和导演) 里克/海恩
里奇斯接过了艺术指导的重任!

此前他在+冰血暴,+圣诞夜惊魂,

+美国队长,等影片中呈现的成果
曾令观众惊喜万分)

延续-星球大战.系列的一贯
风格!+最后的绝地武士, 依然坚
持实景特效) 影片共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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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场景!并前往多地取景)为了在悬
崖上搭建出绝地武士村! 制作团
队甚至把基础模型空运到爱尔
兰!以还原最完美的设计)

应着重提到的! 还有服装设
计师迈克尔/卡普兰及其团队)为
了这部影片! 他们制作了数百套
服装! 每套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
的)正是基于这些努力!影片才得
以构建出独属于-星球大战.的视
觉效果! 呈现出一个令人心驰神
往的世界)

与其他前作一样!本片最大
的幕后功臣000卢卡斯影业的
艺术创作部门扮演了至关重要
的角色) 他们与 +星球大战 ,原
著作者菲尔/萨沃斯塔克已共
事八年 !后者既是 -星球大战 .

叙事设计组成员 !还是 +星球大
战的艺术 *原力觉醒 ,一书的作
者 ) 在这本书中 !艺术设定 %服
装草图 %故事流程图 %场景蓝图
11你想了解的一切都被囊括
其中 ) 菲尔还向读者详细解释
了这些细节是如何被设定的 !

从整个宏大的世界%角色到独特
的银河系生物!每一处都经过了
反复的推敲和探讨)

更让人感到惊喜的是! 你还
会在这本书里看到对导演和视觉
设计师的独家专访! 从专业角度
解读他们对这部影片的看法) 因
此!+星球大战, 的粉丝不应错过
这本不可多得的典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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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发
明 #看似无法落实的
奇思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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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多年前! 达/芬奇在他
的速写本上画下了坦克% 汽车%

直升飞机%滑翔机%潜水艇%电梯
和望远镜!人们认为他是在异想
天开!甚至有点疯狂) 如今!时间
证明了他是天才!远远超越了他
所处的时代)

这本让人大开眼界的绘本 !

汇聚了三十多个类似的发明!古
老的与现代的都有) 有些是对时
代的大胆革新!为人类的进步提
供不可或缺的条件2有些显得稀

奇古怪 !让人忍俊不禁 2还有些
则根本不可能实现) 但它们都见
证了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的梦
想)

-没有规定谁可以或谁不可以
成为一个发明家)除了想象力!你
还需要执着和追问极限的勇气) .

正如作者在本书开篇所奠定的积
极基调! 这是一本鼓励读者大开
脑洞的绘本)会飞的自行车%泡泡
电报机%搭载旅客的云和鸟%机器
棋手%水钟%给皇帝乘坐的巨型沙
鼠轮车! 让人们不禁为这些发明
家天马行空的思路所叹服) 虽然
有些想法看似不切实际! 可谁知
道它会不会被后人制造出来!成
为下一次技术革新的源动力3

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
风格各异的发明!作者邀请知名
插画师米热林斯基夫妇为该书
绘制插图) 这一对来自波兰的合
作伙伴一向擅长各类千奇百怪
的创作!凭借其独特的风格和意
趣曾赢得多项大奖) 他们的超大
尺寸绘本+地下!水下,曾出现在
上海国际童书展!吸引了众多的
目光)他们从不受限于手头资源!

如果需要某个字体! 他们就直接
自己发明一个) 这种兴之所至的
创作风格! 恰好契合了该书的精
神)粗黑线条和色块的大量运用!

则为这本少儿绘本叠加了一层成
人黑色幽默漫画的质感! 从而给
读者带来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

使该书不仅适合小朋友阅读!成
年读者也能从中发掘到独属于大
朋友的趣味)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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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被大规模生产的产

品淹没之时 ! 人们转而怀念家
具%面包%啤酒等手工制品 !-手
工.已成为代表可靠或高档的标
签 !但是 !工业革命后 !人们对
-手工工艺. 的理解已不知不觉
地改变了)

亚历山大/朗兰兹是考古学
家兼中世纪历史学家!

oo'

+维
多利亚时期的农场和爱德华时期
的农场,系列节目的主持人)他认
为!现代人对-手工工艺.的理解
过于肤浅) 他从位于威尔士的家
中开始!沿着欧洲大西洋海岸!经
法国%英格兰到苏格兰和冰岛!寻
找-手工工艺.的真正含义)

他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将遥
远的历史同科学研究以及个人
轶事相结合!展现了早期日常生
活的状态 ) 他带着读者一起放
羊%养蜂%鞣皮 %纺羊毛 %修茅草
屋顶 !告诉读者应怎样做 !详细
说明为何这样做)他在博物馆寻
找手工艺!在威尔士生活博物馆

研究养蜂!在冰岛的农庄博物馆
研究各种工具和用具)他努力钻
研各种工艺!介绍了许多人们日
常所见产品的复杂制作过程!比
如羊毛制品 !-羊毛怎么变成纤
维 !纤维怎么变成纱线 !两者怎
么都能染色.! 然后纱线怎么织
成特定用途的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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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工艺$.首次出
现在古英语时!指代表适应改变
的材料和环境所需要的知识和
办法! 是一种难以言明的博学%

智慧和很有办法的感觉)朗兰兹
重新发现-手工工艺. 含义的过
程 ! 也是重新发现一种更吸引
人 %适应性更强 %更可持续的生
活模式)他展现了这些手工艺需
要的微妙的平衡!同时反思人类
与环境的联系) 他认为!对传统
工艺的重新认识!或许能使读者
对能否长期舒服地使用产品!作
为购物时的首要考量)

!小 涂"

本版特约主持&黄昱宁

悦读!动物

!动物的隐秘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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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林业员彼得/沃赫勒本
管理着一片市属树林! 他擅长描
述生态主题的自然故事! 曾写过
树木的内心生活) 这本新书则转
向了森林中的其他朋友*动物)

除了描写在森林中生活的
体验!他还将最新科研成果穿插
其中! 解释了动物如何生活%如
何感知%如何与外界交流 *猪很
忠诚!喜鹊用情不专 !公鸡精于
算计!马会感到害羞!鹿会悲伤!

山羊会管教孩子!乌鸦会叫朋友
的名字!老鼠会后悔做了不好的
选择!蝴蝶则会为其孩子选择最
佳的生活地)

彼得并未学术式地解释动
物行为!而是选择了一些常人好
奇且有意义的话题) 比如!关于
动物有没有情感!他解释说很多
动物拥有与人类一样的自主神
经反应!所以鹿 %青蛙同人类一
样!会产生母爱) 只有哺乳动物
才具有的大脑新皮层并非唯一
能产生情感和意图的器官!实际
上所有的脊椎动物都具有同样
能产生情感的 -硬件.) 他举例

说!鱼类会产生催产素!-这种荷
尔蒙不仅让母亲感到愉快!也会
增强伴侣之间的爱意.! 甚至单
细胞动物也能在感知周围环境
时进行复杂的行为!表现出一定
的智力)

这些研究结果和故事!都是
为了解答书中提出的一个根本
性问题*-是否真的只有一种方
式444人类的方式444能强烈
地或者有意识地感受感情3 .书
中列出的证据给出了否定的回
答) 那么!主流文化是否能重新
认识生态关系的复杂性!人类是
否能相应地发展出对亲属关系
的新认识3结论是人类需要更多
地认识到动物有感情444不应
该如此轻易地吃掉它们!更不应
该虐待它们)

书中的每个故事!让我们从
新的角度思考动物的感情%感受
和智力) 它们确与我们不同!但
不比我们低等!甚至-不同.得让
我们惊叹) 同时!它们与我们的
距离 !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近 )

!石页"

FUHI

年
H

月
I

日
!阅读西方 责任编辑

p

薛伟平

qi+Y&)rm*3><s>2c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