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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文学新玩法

□ 雪儿

随着语戏APP及新书《MARV》的正式发

布， 网络文学3.0时代———众创文学， 正式走上

“大众舞台” 。 走红的影视剧作品很多来自草根

阶层。 更准确地说， 它们的内容更贴近实际生

活。 比如，好评如潮的《夏洛特烦恼》、穿越剧

《步步惊心》、刚刚谢幕的《琅琊榜》，还有正在

播映中的《云中歌》等，剧本都是由网络文学改

编而成。

中国电影已由文学1.0阶段纸质版小说，更

大化的走向文学3.0时代。 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

促生IP（知识产权）热景象，证明大家都非常重

视围绕优质版权来进行相关文化产业链的铺设

和布局。

文学3.0大幕开启

“文学1.0时代” 指的是以各大出版社主导

的传统纸制文学时代，2.0是以 “榕树下” 、“起

点中文网” 为标志的网络文学时代。在各自时代

中，依托各自的工具载体，不仅推进中国文学发

展进程，也收获到各自时代所赋予的行业财富。

而文学3.0，简单地总结就是用众创方式，让更多

用户共同搭建属于自己的文字帝国。 这是一种

新的创作模式，“语戏” 便为这种创作模式提供

平台和新的玩法。

在网络文学领域， 曾涌现出无数个以个体

创作为主的平台。 如今， 随着文学3.0时代的到

来， 语戏顺势而为推出针对泛二次元人群的众

创文学平台， 喜欢文字的人们可以利用碎片化

时间，与他人一起共同创作一部作品。 两者无论

是内容产生形式， 还是内容载体， 都有很大差

异。 对于那些热爱文字创作的人们来说，花出精

力创作的同时， 还能让创作变得更有趣， 更高

效，是非常重要的。

语戏APP创始人贾裴军介绍， 诞生于2015

年7月27日的语戏，目前已有2万用户，至今已产

出500万字，共3千个故事；平均每天有1000人

参与写作，且能生产出10万字内容。这对于正在

闹“剧本荒” 的影视圈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消

息。 贾裴军说：“语戏将会给影视、动漫、游戏等

相关公司输出源源不断的IP。 ”

挖掘语C的IP价值

阿里文学总编辑周云曾说：“从IP产生的源

头上做起，提倡与合作伙伴进行版权共享，充分

保障作者利益， 将大部分衍生版权的利益都让

给作者和合作伙伴， 为大家提供生产优质IP的

环境和土壤。” 阿里文学推出颠覆性版权合作政

策， 给予合作作者和版权商以最大幅度的尊重

及让利，愿意将作品的出版、动漫改编、游戏改

编、影视改编的版权利润全部让给合作方。

语戏发布的第一本全语C戏文集合 《玛维

MARV》(语C，即语言Cospaly，利用网络创建

一个虚拟精神世界)，收录44位众创作家的21篇

戏文。在此书封面上印着“我们可以看到剧情演

绎者的网名” 。 这个主打“二次元” 文化APP受

到投资人追捧。

语戏APP投资方之一“娱乐工场” 合伙人

刘献民认为，语戏APP是滋生优质IP的一块“沃

土” 。他坦言，目前国内优质IP匮乏。而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移动终端载体的便捷性，为草根阶层

创作文学内容提供平台。 而语戏APP恰好引领

时代潮流， 并将在未来有望成为忠实消费者的

二次元群体们“圈” 在一起。

“二次元” 文学平台之争

“我要做超人拯救世界” ，“我要成为哈利

波特” ，“我要制服我的精灵宝贝” ，这些都是处

于“中二” (中学二年级)时代，孩子们的真实想

法。 而这也正是作为85后、90后的我们，曾经的

“中二” 生们的真实“幻想” 。

A站投资经理以及二次元文化资深研究者

胡志涛说：“在今年年初，我们调研发现，中国目

前拥有‘二次元’ 用户2.8亿人，其背后的经济价

值是毋庸置疑的。 随着我们经济生活的不断提

高，这个人群会逐渐拓展。当然，大家会怀疑‘二

次元’ 用户的忠实度。 简单地说，就是在他们步

入中年后，还会继续追捧‘二次元’ 文化吗？ 我

们可以看看“二次元” 文化的发源地———日本

的现状。 在日本，我们能发现很多三四十岁的大

叔，还在捧着漫画书；很多人将手机中的动漫人

物，作为自己的伴偶。 ”

在语戏APP上，除有普通语C玩家，还有一

批签约作者。 “收入只是艺术产物的附属品，大

家更喜欢在一起努力做一件有意义且特别的事

情。 ” 有努力就会有收获，被语戏编辑看重的好

原创，一定会收到签约邀请。 相比阿里文学的高

门槛审核，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也大大提高

人人的创作激情。 唯有真正的文字产物，才有可

能成为可以开发的IP。

相比阿里文学这种由单个作者独立完成作

品，以及阿里文学签约的模式，语戏更看重二次

元资深玩家之间的默契和整体水平。 在语戏平

台， 玩家会遇到人生导师和富有挑战力的对戏

高手，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喜好，且为好的文学作

品找到属于自己的展示平台。

贾裴军对于商业模式并不愿过多表态，他

认为目前语戏还属于探索阶段期间， 可能潜

在很多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他不希望出现在

媒体里的语戏成为一个纯商业化产物， 只有

尊重一个领域的文化， 才能将这个平台更好

地发展下去。

根据国内院线调查，青春系列电影IP开发，将

会更好地推广中国电影市场发展。 语戏的出现最

大化地满足当代年轻人对二次元虚构世界的需

求。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推出类似《暮光

之城》、《哈利波特》、《霍比特人》等，值得一看

的经典剧作。

（作者为移动互联网独立观察员）

现代“易容术” 展现全息投影魅力

□ 本报记者 王荣

时而英俊男子，时而妙龄女子，

时而凶狠美洲豹……毕业于日本东

北大学的浅井宣通， 创造的现代版

“易 容 术 ” ———人 脸 投 影 Face�

Hacking， 可以瞬间变换人们的表

情和外貌特征。

人脸投影的原理是： 投影先在

他们脸上勾勒出轮廓和纹理， 接着

用技术分析去调整他们合适的脸部

比例， 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入图样或

图形动画， 再在脸部关键点装上动

作追踪器，进而实现人脸投影。

按照上述原理， 投影术可用于

全身装扮，借助任意平面，投影技术

可以营造出虚拟的现实感。 或许在

不远的将来， 投影会成为一种重要

甚至是主流的显示方式。

现代版“易容术”

大学毕业后，浅井宣通开始从事

艺术工作，但因为一段名为Omote的

视频，使得大众认识了这位具备艺术

与科学相结合的全能型导演。

视频中，两个模特并肩而坐，镜

头前线扫描两人面部特征， 随后两

人的面部瞬间出现变化， 时而是钢

铁侠，时而是凶狠美洲豹，时而又变

成妖娆的美女。

之所以有此构想， 浅井宣通指

出， 演员在上台表演之前需通过丰

富妆容来表达角色特点， 而结束之

后又需漫长卸妆时间， 实在是一项

既繁琐又低效的过程。

通过先进的动态捕捉技术和投

影映射技术， 利用前所未有的灯光

容妆术帮助演员改变妆容。

首先需通过电脑精确扫描人物

面部结构和细节， 这样即使来回移

动光线， 也能准确地进行追踪和覆

盖。 完美解决上一步难题之后，无论

是自然的胭脂和眼影， 还是未来感

十足的机器人面容， 都可以利用投

影直接覆盖到人物脸上。

换言之，人脸投影技术，首先需

有传感器实时追踪面部特征。“传感

器越多，越精确。” 浅井宣通介绍，目

前传感器技术已成熟， 一般工业用

传感器就可以实现动态捕捉。

由于投影则需环境是全黑暗

的，因此，目前人脸投射技术主要吸

引的是商业展示， 在实际应用中则

处于探索阶段。 浅井宣通介绍，目

前，已有商家表示通过其合作，进行

产品展示。

浅井宣通畅想随着传感技术和

投影技术的进步， 人脸投影技术能

取代日常的化妆术及着装， 以后出

门只需携带一个传感器即可。

混淆虚拟与现实

浅井宣通的人脸投影技术其实

是全息投影技术首次实现到人脸

上， 结合脸部实时捕捉和投影映射

技术，将机器人、猎豹、天鹅等不同

动态图案映射到模特脸上。

全息投影技术被广泛利用到汽

车、建筑、展览、表演等项目上。 2014

年5月18日晚，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

行的公告牌音乐奖颁奖仪式上,通过

全息影像还原技术使已过世天王迈

克尔·杰克逊，在Billboard音乐盛典

热舞首秀新单曲 《Slave� to� The�

Rhythm》，震撼现场令人叹为观止。

而位于南加州的一家创业公司

Ostendo， 花九年时间研发一款适

用智能手机投影仪， 将可以适用于

手机三维全息投影芯片作为研究对

象。 据称，他们将研制出一个体积只

有药片大小的三维全息投影仪，分

辨率高达5000PPI，可以精确控制每

一个光束的亮度、 颜色及角度。 另

外，除智能手机外，该公司研发的三

维全息投影芯片还将进入到各种显

示设备中，比如电视机、智能手表，

甚至是“全息桌面” 。

全息投影技术究竟是什么？ 目

前官方的也称虚拟成像技术， 主要

是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记录， 并再

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的记录和再

现的技术。 全息投影技术是全息摄

影技术的逆向展示， 本质上是通过

在空气或特殊的立体镜片上形成立

体的影像效果。

与平面银幕投影仅仅在二维表

面通过透视、 阴影等效果实现立体

感， 全息投影技术是真正呈现3D的

影像， 可以360度无死角观看影像，

其将为观众展现更加真实的世界，

其不仅可以产生立体的空中幻像，

还可以使幻像与表演者产生互动，

一起完成表演， 产生令人震撼的演

出效果。

目前全息投影技术共有三种实

现方式：空气投影和交互技术、激光

束投射实体的3D影像、360度全息

显示屏。 中信建投分析师指出，目前

来看三种方式各有自身优势与劣

势， 但仍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介

质问题。 虽目前最通用的方式仍是

使用全息投影膜， 而这种方式的最

大弊病就是成本高昂， 作为成像介

质的全息投影膜价格不菲。 如果将

空气作为成像介质的话， 那么其想

要成像的难度非常大。 因此，全息投

影技术仍有较大进步空间。

或将如影随形

由于全息投影技术的出现，突

破传统声、光、电局限，将美轮美奂

的画面带到观众面前， 打破虚拟世

界与现实世界的阻隔， 让人们不用

携带任何设备即可体验一把前所未

有的视觉冲击快感。 因此，中信建投

分析师指出， 在未来娱乐化大趋势

下， 全息投影技术显然具有极大市

场潜力。

目前各大巨头正在加大对相关

技术的研发投入，微软AMD和亚马

逊等巨头均对全息投影进行一系列

投入。 从目前来看，Ostendo花九年

时间研发一款适用智能手机的投影

仪， 解决了当前全息投影领域一个

空间移动的大问题， 对手机应用端

的影响也无可限量。

上述分析师称， 预计随着技术

的不断成熟及单位材料成本的下

降，或出现更好的替代投射材料后，

作为综合性， 能研究开发并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和相关服务， 以及提供

硬件集成和展示内容制作一站式解

决方案的供应商或许会脱颖而出。

届时，全息投影技术可以在立体

电影、电视、展览、显微术、干涉度量

学、投影光刻、军事侦察监视、水下探

测、金属内部探测、保存珍贵的历史

文物、艺术品、娱乐场合、酒吧、KTV

房、DISCO等场所获得广泛应用。

以电视领域为例， 目前一些初

创企业从商用投影机入手， 改造出

适合家庭娱乐的“智能投影机” ；而

以海信为首的传统液晶电视制造厂

商， 则押注激光投影电视作为未来

大屏液晶电视的替代者。

业内预期， 智能家用投影市场

经过几年培养， 预计将在今年迎来

爆发。 易观智库分析数据显示，今年

有望实现各季度出货量30%以上的

增长。 从行业内竞争格局来看，由于

产品低毛利及更新产品线时间间隔

要求短到一年甚至半年， 使得厂商

初期费用投入偏高。 分析师预计经

过一番角逐， 获得雄厚资金支持为

数不多的生产商将会存活下来。

新视界

颠覆传统品酒体验 醒酒器也玩智能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朋友聚会中，经常会遇到对“醒

酒” 的讨论。 饮用葡萄酒时，醒酒是

非常关键的一步；而饮用烈酒、白酒，

对于酒体进行醇化的醇酒步骤也能

提升口感。目前市面上的酒款种类繁

多，每一款酒需要的醒酒时间、程序

也不一样。 另外，传统醒酒方法需要

的时间一般较长，很难适应当下快节

奏的都市生活。 iFAVINE（绯泛）集

团日前推出的智能侍酒师（ISom-

melier），有望解决各类酒在饮用过

程中的醒酒问题。

当醒酒遇到智能

“我当时对‘醒酒’ 这个问题

很有兴趣，经过研究，我发现传统的

醒酒方式存在醒酒时间长， 酒液跟

空气接触不均匀等诸多问题。 就拿

法国勃艮第红葡萄酒来说， 在世界

不同的地方喝， 由于空气湿度等多

种因素不同，口感会相差很多。作为

一名中国工程师， 我想创造一种产

品， 让更多人在任何场合都能喝到

口感很好的酒品， 并且喝得更加健

康。 ” 就是这种想法，绯泛集团总裁

李卫忠带领他的团队研发出“智能

侍酒师” 。

据介绍，大部分葡萄酒在喝之

前是需要醒酒的，将葡萄酒倒入醒

酒器，让酒液与空气接触，使酒香

得以充分发挥。 同时单宁得以氧

化，变得更柔顺，达到易饮、可口的

饮用效果。

这款“智能侍酒师” 产品可以有

效地降低酒中残留的二氧化硫和杂

醇油，以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灰尘

等杂质对酒款品质的影响。该产品采

用高纯度氧气，使氧气均匀地与酒液

进行接触，将葡萄酒醒酒时间大大缩

短，传统醒酒需要时间较长，而使用

“智能侍酒师” 仅需几分钟。高效、便

捷的醇酒过程，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快

速生活节奏。

使用“智能侍酒师” 醇过的酒

品，没有被水气、污染物等破坏，因此

味道会更醇厚、柔顺、更美妙。“智能

侍酒师” 对葡萄酒以外的烈酒产品，

如威士忌、白兰地、中国白酒、黄酒

等，同样有醇化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李卫忠联手世界

多家知名酒庄，并与微软合作开发系

列醒酒程序建立国际化的云端平台，

消费者可以免费下载手机APP连接

醒酒设备进行智能醒酒。 iFAVINE�

Network中拥有大量关于酒庄、酒

款信息及专业侍酒师建议，用户将对

自己买的酒了如指掌。 由此，生产商

与用户之间也能打破信息壁垒。

市场空间有待开拓

有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3年，

全球葡萄酒消耗量上升2.7%，超317

亿瓶。 Vinexpo市场研究报告预测

五年内全球消耗量趋势，根据报告预

测， 葡萄酒消耗量于2014年至2018

年期间增长步伐将会上升。 至2018

年，总消耗量将达到327.8亿瓶。

2009年至2013年，中国葡萄酒消

耗量飙升69.3%，共计1.62亿箱，相当于

19.4亿瓶。 2013年，中国成人全年人均

葡萄酒消耗量达到1.4公升。时至今日，

中国仍是世界第五大葡萄酒消耗国。

业内人士指出，长远来说，促进

葡萄酒消耗增长的因素依然强劲。首

先，中国本地葡萄酒业规模庞大。 其

次，相对于其他产酒国，中国人均消

耗量还较低。 此外，中产阶级迅速扩

大，这批新兴消费者将刺激葡萄酒消

费增长。 最后，葡萄酒较中国人经常

饮用的白酒健康得多，其精致感更能

吸引部分追求时尚的中国消费者。

近年来， 全球烈酒消耗量也在增

长。 业内人士分析称，预计未来增长将

会持续但速度将放缓。亚太地区烈酒消

耗量占全球的63%，单是中国白酒已占

全球总消耗量38%。 白酒以高粱、小麦

或大米蒸馏而成， 中国人饮用较多，而

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烈酒消耗国。

目前，红酒醒酒器一般为玻璃器

具。绯泛“智能侍酒师” 的成功开发，

为全球红酒消费者提供一个智能化

醒酒解决方案。 此外，该产品也同样

适用于红酒以外的烈酒产品。中国是

一个酒文化盛行的国家， 未来在中

国，智能侍酒师有望在酒产业发展壮

大过程中寻求发展机会。而从世界范

围内来讲，智能侍酒师有望随着全球

酒业发展而壮大。

动向

工业互联网升级进行时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互联网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生

产。 一种将全球工业系统与高级计

算、分析、感应技术，以及互联网连

接融合的全新技术和组织形态的

“工业互联网” ， 正在改变传统工

业生产。 对于工业互联网，目前落

地的项目虽相对有限，但对于工业

互联网能承载的创新，则让人脑洞

大开。

近日举行的第17届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工博会）上，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公司推出的 “航天云

网———基于 ‘互联网+智能制造’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 让大家看到

工业互联网的创新能力。 此外，传

统的制造巨头GE等也在畅想工业

互联网的创新可能。 现有的工业互

联网技术，将随着科技进步和制造

业升级继续推进。

工业互联网来了

资料显示，航天云网是我国第一

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基于“互联

网+智能制造” 的云研发、云制造、云

创业、云营销等诸多服务。其中，云端

众创上线运行两个月，就吸引创业项

目200多个，80余个创业者接受5个

投资机构的投资服务，充分展示平台

经济的优势。

据悉，航天云网将依托中国航天

科工线下雄厚的科研与制造能力，统

筹发挥航天科工及全社会制造业资

源优势， 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提供方

便、高效、开放，好用、管用、够用的线

上线下互动全流程发展环境，促进大

众创新、万众创业，促进传统产业升

级、传统企业改造，促进制造业资源

共享、能力协同，为提升中国制造能

力和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中国航天科工重点促进

以云计算、云制造、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

创新。 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平台，航天

云网以云制造为核心，通过内生和外

延实现产业化发展，涵盖生产制造全

过程和全要素，形成创意云、设计云、

制造云、检测云、物流云、采购云、租

赁云、投资云、商务云、贸易云、专家

云和咨询云等多种云端形态，打造现

代生产性服务新业态。

工业互联网落地形式已多种多

样。 业内人士认为，工业互联网可以

囊罗的领域包罗万象，目前出现的智

能制造技术、互联网工业创新创意平

台、工业大数据等，都可以纳入工业

互联网范畴。国泰君安认为，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是工业互联网兴起的

基础技术。工业互联网对于传统行业

有两大意义，一是大幅提高工业制造

业生产效率； 二是促进商业模式革

新，如制造业服务化、逆向设计、供应

链管理。工业互联网有望类似于“20

世纪初的电力” 一样改造制造业，成

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重大机遇。

工业互联网的无限可能

现有的创新形式只是工业互联

网无限可能的沧海一粟。从国内到国

外， 从传统制造企业到创新型工业、

互联网企业，都在寻求工业互联网带

来的创新可能。

GE认为，工业互联网会让机器变

得更加智慧， 且成为有理解能力的工

具。 GE描绘的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庞

大的物理世界，由机器、设备、集群和

网络组成，能在更深层面与连接能力、

大数据、数字分析相结合” ，而这就是

工业互联网的革命。 GE认为，工业互

联网离不开三个要素：人、机器和数据

分析软件。在工业互联网体系中，带有

内置感应器的机器和复杂的软件与其

他机器连接起来， 这样就能从中提取

数据进行分析，找出背后的意义。在数

据分析后，将为生产提供科学指导，以

此提高生产力。 由此可见，GE的工业

互联网畅想是与智能制造、工业4.0等

创新科技融合在一起的。

而同样类似航天云网一样的工业

生产模式创新， 也将在工业互联网体

系中不断涌现。在工业制造领域，目前

工业互联网受到的技术约束还很多，

机器和机器之间、机器和人之间、系统

和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还面临着技术

瓶颈。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互联网在

工业生产中发挥优化资源配置， 也是

工业互联网或互联网+工业的创新之

处。工业与互联网的融合，除可以缩短

生产周期、 减少原材料用量和环境负

荷、降低工厂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加

快生产资源优化配置之外， 对市场需

求的快速反应、 产品个性化定制化服

务等也是创新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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