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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部经典动画片有了4K修复版。去年

10月，西瓜视频联合火山引擎发布“经典中视

频4K修复计划”，宣布未来一年将修复100

部经典动画。近日，双方宣布这一计划已经

完成，该系列动画已上线西瓜视频和鲜时光

TV，用户可免费观看。

“4K修复不只是提升了清晰度”，西瓜视

频相关负责人表示，“让经典焕发新生机，得到

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才是修复的意义所在。”

通过4K修复让“中国学派”
动画作品焕发新生机

据了解，此次修复计划的合作伙伴包括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央视动漫集团。从西

瓜视频App中查看修复片单可发现，这些动

画创作时间从1955年到2011年，类型涵盖水

墨片、剪纸片、木偶片和动画片。其中既有

《牧笛》《猪八戒吃西瓜》《大闹天宫》等中国动

画早期作品，也有《西游记》《舒克和贝塔》等

耳熟能详的现代系列动画片。

20世纪20年代，以万氏兄弟为代表的动

画艺术家创作了中国早期动画片。此后的

80多年，中国动画逐渐成熟，多次获得国际

电影节大奖，被誉为独树一帜的“中国学

派”——运用中国传统美术如剪纸、木偶等民

间工艺的造型观念、绘画技法创作动画影片。

这些经典动画凝聚了老一辈动画人的匠

心与智慧，凝结了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力

量。但受到拍摄条件和胶片保存、使用过程

中的损伤等因素影响，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

画质问题，包括清晰度低、流畅度低、色彩

失真、有瑕疵，难以满足人们如今的观影体

验。如何将由于各种原因面临濒危境地的文

化遗产更好地传承，4K修复可以是一个直

接的途径。

AI技术助力经典动画代际传承

近些年，通过深度学习等AI技术，大

幅提升老片修复的质量和效率成为可能。火

山引擎多媒体实验室介绍，本次百部经典动

画的修复中，使用了超分辨率、智能插帧、

色彩增强等技术手段，提高老片的分辨率和

流畅度，并辅以人工修复，最终让老影片焕

发新生，再次重温可以感受到场景、人物的

细节变化。

尽管有AI技术，修复经典老片仍是一

项繁重且艰难的任务，最大的难题是保留艺

术风格和美感。如《小蝌蚪找妈妈》是中国

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取材于画家齐白石创作

的鱼虾等形象，距今已62年。修复团队介

绍，“水墨片需要保持朦胧的艺术感，在修

复过程中，我们反复测试调优算法，去掉一些对水墨特效有负向处

理效果的模块，并与片方艺术老师紧密沟通，确保真实呈现艺术效

果。”4K修复后，观众在画面中能感受到水墨的韵律与美感，有网

友表示，“随便一个地方按下暂停键，都是一幅中国水墨画”。

百部经典动画上线以来吸引了数千万网友观看，许多观众在弹

幕中自曝年龄，几代人在动画世界里追忆童年。有观众在评论区表

示，“当年我爸在家陪我看这个，现在我和爸爸陪我女儿看”。70

后曹先生带孩子观看了《大闹天宫》4K修复版后表示：“希望自己

的孩子也喜欢我喜欢过的《大闹天宫》，并因此对经典产生兴趣，

去读经典原著，在那些‘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故

事中受到传统精神的熏陶。”

经典音像作品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宝贵的数字资产。

近几年，国内多家视频平台和专业人员发起修复行动，让技术在传

承影视艺术中充分发挥价值。“我们欣喜地发现，看着这些经典动

画长大的一代人，如今正陪伴他们的孩子重温4K修复后的版本，

并有了新的感受和认知”，西瓜视频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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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上海与长三角民营院团交流发

展，共同繁荣演出市场，明天起至11月

20日，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组织多家上

海民营院团，将携多部原创新作巡演长三

角，前往苏州剧院、太仓大剧院等地开启

多轮次演出。

五年来，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持续组

织赴长三角展演，既推动着上海民营院团

的创作更加活跃，也为“上海好戏”在

“邻家”赢了口碑、暖了票房。

新东苑沪剧团原创沪剧 《飞越七号

桥》（新版）、上海文慧沪剧团原创沪剧

《早春》（新版）、上海锦辉剧社《51号兵

站》、上海开心麻花新编话剧《威尼斯商

人》、现代人剧社新编舞台剧《偶人东传

记》、由勤苑沪剧团带来的《王勤优秀沪

剧折子戏专场》  这些从本届“上海

优秀民营院团展演”选出的获奖剧目，结

合长三角观众喜闻乐见的剧种，形成了一

张亮眼的剧目单。

“这里的观众已经习惯于在这个阶

段，翘首期待上海的好戏前来。”太仓大

剧院总经理马敏辉表示，借助“赴长三角

宣传推广展演”这个平台，剧院接待了一

批又一批来自上海的优质剧目。“我们甚

至已经为明年此时的展演预留好了档

期，希望上海民营院团有更多好剧目来

到这里。”

这批赴长三角展演的剧目，包括上海

新东苑沪剧团和上海文慧沪剧团带来的原

创沪剧 《飞越七号桥》（新版） 及 《早

春》（新版）。这两个剧目经过多轮“孵

化”提高后，以全新面貌亮相，从整体节

奏、舞台呈现、视听效果到音乐唱腔，都

会呈现出更高的品质，在本次赴长三角巡

演后，还安排了在上海及周边城市的20

多场演出。

上海锦辉传播新推出了方言话剧《51

号兵站》，剧中既有悬疑元素，又是不少

观众喜闻乐见的谍战题材。新版在上海成

功首轮演出后已获邀约，即将赴长三角等

地开展60多场巡演。

上海开心麻花的话剧《威尼斯商人》

将于苏州湾大剧院上演。该剧由开心麻花

团队携手著名导演陈薪伊联合出品，在编

导、表演等多个板块中均有突破，表达了

开心麻花对“喜剧+”赛道不懈探索的决

心和责任。“我们秉承守正创新基本理

念，借助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开放包容

的文化生态，努力通过新视野、新形式以

及跨界探索和合作，叩开创新发展的大

门。选择创排《威尼斯商人》青春潮流新

版，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上海开心麻

花剧团副总经理陈强表示。

将在昆山保利大剧院演出的舞台剧

《偶人东传记》是上海现代人剧社的获奖

剧目。该剧描写的是唐朝木偶艺人历经艰

难，将偶艺东传的一段故事，在舞台呈现

上有两大新创意：木偶名师专门精心制作

了八个一米高的木偶；舞台上有个漂亮的

戏盒，打开后如百宝箱般令人目不暇接。

作品匠心独运的舞美设计，令传统木偶艺

术焕发出勃勃生机，主创也期待演出能抓

住长三角小观众的眼球。

此外，上海勤苑沪剧团将于11月20

日在太仓大剧院上演《王勤优秀沪剧折子

戏专场》，其中包括描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的《陌上心曲》、讲述第九批志愿军烈士

遗骸回国故事的《魂归何处》这两部原创

小戏，还有获奖保留剧目 《51把钥匙》

等折子戏。

“这些作品的特点是扬正气、接地

气、有人气，有很强的时代感。”团长王

勤表示，全团将铆足全力完成高质量演

出，为上海民营院团赢得长三角群众的好

口碑。

上海民营院团巡演长三角，《飞越七号桥》《51号兵站》等原创剧目受欢迎

“上海好戏”在“邻家”赢了口碑暖了票房

本学期期中考试刚结束不久，考试分

数的公布，或许让部分中学生和家长略感

紧张。其实，老师批卷子并不轻松，如何

打分也是一门“艺术”。

如果学生考了59分，教师应该如何

处理？“我会给他60分，请他下次考试还

给我2分，这就是进步。”日前，上海市

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在嘉定区第六届品质教

育学术节上的一段发言，引发热议。

倪闽景曾经也是一位教师，在他看

来，之所以要和考59分的学生谈一次

话，先补上1分，其实也不失为一次教

育。“当老师的，要珍惜为学生提供成长

的每一个机会。”

但有趣的是，在一线教师和家长中，

对于要不要补上这一分，其实存在不同看

法。如何看待这“一分之差”，或许，老

师和家长也可以就此做一道“思考题”：

如何教孩子面对挫折，学会接纳、面对不

完美的自己。

与其“补”一分，不如让学生
了解分数的意义

在上海中学，不少学生对自己的学业

期待较高，也很“在意”考试分数。一位

从教多年的语文老师告诉记者，如果批到

59分的卷子，“对不起，我不会帮学生提

到及格分”。在他看来，学生的考试分数

尤其是一些比较重要考试的分数，能测

评出学生考试时的心理状态、知识储

备、身体状态等综合指标，具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他直言，遇到考59分的学生，他会

把学生叫到面前，请学生自己分析当时考

试的状态，再评估一下重新做这张卷子会

考多少分。“绝大多数学生都觉得自己的

分数会远远高于59分。于是，我会鼓励

他们，下次考试要调整自己的状态。”

这位老师援引“古德哈特定律”打比

方：当一项指标一旦变成了目标，它将不

再是个好指标。换言之，当学生们盲目、

单纯地追求考试分数，这时，分数已经失

去了意义。“考试分数能够帮助衡量学生

的学习情况，但分数高低不绝对等同于学

习状况的好坏，老师要更多看到分数背后

的意义：要告诉学生，这一分为什么会失

去，加一分从何而来。”

上海市德育特级教师郭宁伟谈到，59

分对不同年龄段、不同个性特征的学生具

有不一样的意义，该不该为学生补上一

分，因人而异，老师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

处理。比如，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多数

学生而言，先补上一分，具有积极意义。

“对有些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而言，

这一分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

草’，这时候不妨多给予一些鼓励；但对

于部分学习态度并不端正的学生而言，与

其多给一分，不如让学生接受一次‘挫折

教育’。”

引导孩子接纳59分，就如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对老师

为孩子“补上一分”的做法并不领情。有

家长直言：“老师多给一分，给的教训就

不够深刻，我怕孩子还会飘起来。”

家长为何看重孩子的考试分数，甚至

“分分计较”？一位初中生家长说，因为

考卷上的分数“好比老师发给家长的一

张关于孩子学习的体检表”，通过分数，

家长要和老师一起去判断，到底是孩子

学习态度不端正，还是有些知识点没有

掌握。所以，“随意更改分数，会让家长

迷失方向”。

接受采访时，郭宁伟还特别提及一

点：不少刚考入高中的学生，包括他们的

家长，对考试分数还没有建立理性、正确

的认识。他分析，在初中阶段，很多学生

的考试成绩常常是90分以上。所以到了

高中，即便考试成绩以150分计算，有些

学生包括家长仍然觉得，平时怎么也要考

个130-140分。而现实情况却是，不少学

生常常被高一的考试分数打了“一闷

棍”，“一次满分150分的考试下来，考六

七十分的学生大有人在”。

郭宁伟解释说，高中阶段的知识难度

和知识评价体系，相比初中有很大变化。

所以，家长不要单纯看分数，而是要从多

个角度分析、评价孩子的成长。“即便孩

子考了59分又如何呢？一两次考试失误

并不是坏事，家长要做的是引导孩子如何

面对59分的卷子、如何面对失败，就像

引导他们要面对不完美的自己。”

不同孩子的“临界分数”各
异，好的教育要为学生增值

虽然对“一分之差”的话题存在不同

声音，但老师们都认同的是，每个学生的

“合格线”和“临界分数”是不同的，对

于那些总是考满分的资优生而言，可能一

次分数低于90就是一种打击。而开展挫

折教育的前提便是先要了解学生的“临界

分数”，哪怕这些学生考了79、99分，也

一样应该受到教师的关注。

倪闽景同样认为，比起“一分之

差”，一分承载的教育意义更重要。“有的

学生成绩第一名，并由此获得了考上好大

学的机会；而有的学生虽然成绩不好，但

是同样得到了忍耐、磨练和信念，对这些

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保存信心，要有重

新再来的勇气。”

由此论及什么是好的学校、什么是

好的教育，倪闽景认为，好的学校不仅

仅在于能培养出多少高分的考生，而是

能为学生提供多少发展的可能性。而从

59分提升到60分的这一分，也不是考试

分数这么简单，归根结底，教师要善于

用考试评价的尺子，为学生的人生增值、

为教育增值。

学生考了59分，老师应该怎么办，能不能先为学生补上一分——

“一分之差”给出了一道思考题

“肿瘤切除十分干净，切口愈合良

好。” 听到华山医院皮肤外科专家栾菁副

教授的话，回院复诊的沈奶奶连同她的家

属终于放下压在心头的巨石，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

家住上海浦东的沈奶奶101岁高龄，

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星”。不过，今年

6月左右，老人开心不起来了。原来右侧

面颊出现一块黑斑，靠近鼻翼边缘还有一

粒赤豆大小的棕黑色“肉疙瘩”，随后短

短3个月里，“肉疙瘩”从赤豆大小迅速

长到乒乓球大小，而且轻轻一碰就破溃出

血……子女预感不妙，慕名找到华山医院

皮肤外科专家栾菁。

栾菁为老人体检后，发现其病情十分

严重：浸润性的棕黑色斑片从右下睑一直

延伸至右侧耳前，横跨了整个面中部。更

甚的是，在颧部有一枚直径约3厘米的半

球状肿物，基底有溃疡和血痂。

“结合病史和皮疹形态，初步诊断考

虑皮肤恶性肿瘤可能性大，尤其要警惕

黑素色瘤。”栾菁进一步告诉家属，黑色

素瘤是起源于皮肤黑素细胞的恶性肿

瘤，是临床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之一，

虽然其发病人数只占全部皮肤恶性肿瘤

患者的5-10%，但在因皮肤恶性肿瘤死

亡的患者中黑色素瘤却超过75%，病情

凶险可见一斑。

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栾菁为老人安排

了病灶活检，术后病理和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均证实了此前判断：老人罹患的确是黑

色素瘤。

随之，更大的问题摆在面前：该怎样

治疗呢？按临床常规，黑色素瘤需要综合

治疗，例如尽可能早期手术切除，辅以放

疗、化疗及靶向治疗等。但对百岁超高龄

老人来说，能否耐受大型手术和全麻插

管、能否耐受毒副作用不小的放疗和化

疗，一切都是未知数。

如此复杂的案例，即使在单科体量如

此巨大的华山皮肤科也是少之又少，治疗

上更需要面临“技术禁区”。听完栾菁的

分析，沈家人经协商后提出，希望能够姑

息手术，尽可能切除病灶，但后续的放

疗、化疗及靶向治疗暂不考虑。

沈奶奶就此住进了皮肤科病房，所

幸，术前B超检查提示双侧颈部、锁骨上

未见明显异常肿大淋巴结，胸部CT、下腹

部CT、头颅MR亦未见明确转移征象。随

后，栾菁会同多科室的医护团队一起讨

论，精心制定手术方案。

10月24日，老人在局麻下接受了右面

部黑色素瘤姑息性切除术，术中切除皮损

约 6.0cm?3.0cm， 切 缘 0.5-1.0cm， 深 达

SMAS层。在栾菁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超

的手术技巧加持下，手术顺利完成，术后

病理显示各切缘均未见累及，换言之瘤组

织切除十分干净。

近来回院复查，老人恢复得很好。

“老人经历了三个月的折磨，终于康复。”

对于华山皮肤科的医护们，家人连连表示

感谢。

华山医院皮肤科医生识别恶瘤勇闯技术无人区干净切除

百岁老人脸部“肉疙瘩”三月长到乒乓球大

■本报记者 卫中

本报讯（记者储舒婷）国内首家仲裁法律诊所日前落户上海政
法学院。这是国内首家以仲裁业务为主的法律诊所，致力于协助各

中小微企业高效、低费地解决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值得关注的

是，这也是法律界和教育界联手推动仲裁人才培养的创新之举。

上海是我国国际仲裁资源最集中、最丰富的城市。为推动涉外

仲裁人才培养工作，上海政法学院仲裁法律诊所聘任了多位校外导

师，面向法律硕士研究生和优秀本科生开设进阶课程。选修诊所课

程的学生，将有机会亲身参与公益类仲裁纠纷解决服务，在提升法

律职业素养的同时，培植服务社会和热心公益的职业品质。

上海政法学院还与西安、武汉、沈阳仲裁委签约合作，拟联合

培养法律硕士（国际仲裁）。

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4K修复前后对比。

国内首家仲裁法律诊所落户上海政法学院

▲原创沪剧《飞越七号桥》。 制图：李洁

▼新编话剧《威尼斯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