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客明年将向中国交付
第2000架飞机

在每位观众心里建一个苔藓植物保护区

■劳动报记者 郭娜

植物学家跨界拍出获奖科普微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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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将成世界最大航空市场
短期内午后雷阵雨“霸屏”

“两黄一蓝”三警昨日齐发

“培植优质的花卉几乎都要
用到苔藓植物，特别是兰花，一般
都要用泥炭藓覆盖在根部。 特有
的储水细胞使泥炭藓具备远超过

其他植物的耐水和吸水能力 ，因
而被誉为‘超级海绵 ’，多用于改
善土壤水分和花卉运输中的保水

材料。 ” 华东师范大学苔藓植物
学研究团队的孙越副教授从培养

箱里取出最新人工培育出的泥炭

藓，对着镜头说。
经过一年多时间精心打磨 ，

这部5 分 23 秒的科普微电影，每
一帧都刷新着人们对于苔藓的认

知和想象。《苔藓》从近 300部参赛
作品中脱颖而出， 成为第五届上
海国际科普微电影大赛最高奖项

“评委会大奖”的唯一获奖影片。

微电影以苔藓为主角

5 分钟，对于已在地球上生存
了数亿年的苔藓来说如电光火石；
而《苔藓》也只用 5分钟，讲了一个
关于古老高等植物的好故事。

影片从一开始就试图颠覆观

众对苔藓的刻板印象。 苔藓并不
低微， 它们对于地球生物多样性
和人类发展极其重要———该片告

诉观众 “苔藓植物是地球上资历
深厚的元老。 苔藓出现之后又过
了 1 亿 6 千万年， 恐龙时代才慢
慢来临”。 苔藓看似体态渺小，其
实是一个“大家族”———该片用镜

头语言传达 “苔藓不仅属于高等
植物， 而且是高等植物中种类仅
次于被子植物的第二大类群。 ”苔
藓并不卑微，而是“开拓者”的化
身———该片用画面解释着 “苔藓
如何在各种基质上生长， 在防止
水土流失、 延缓全球气候变暖以

及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具有

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
近年来，随着苔藓微景观、苔

藓涂鸦等绿色艺术形式的风靡以

及园艺市场对苔藓的巨大需求 ，
大量的商业化野外采收行为甚至

掠夺式采伐对苔藓植物的野外生

存造成了极大威胁。2017 年底，华
东师大苔藓植物学研究团队决定

以科普微电影的方式， 向人们普
及苔藓知识， 以唤起人们保护苔
藓资源的意识。

“在生物学领域，国内已有的
科学纪录片主要关注濒危的旗舰

动植物， 而非苔藓这样看似卑微
的生物。 于是我们决定将镜头对
准植物世界中的 ‘迷你王国’，做
出一部以苔藓植物为主角的科普

微电影。 ”《苔藓》的主创团队负责
人、 华东师大生物博物馆馆长朱
瑞良教授说。

植物学家跨界成电影主创

《苔藓 》的成功 ，首先在于其
做到了科学与电影艺术的深度融

合， 而这又归因于其主创团队为
影片的科学性奠定的高起点。 主
创团队的 6 名核心成员中， 包括
2 位教授 、2 位副教授 、1 位高级
工程师和 1 位工程师， 均为来自
华东师大的一线科研人员。 从影
片策划、科学指导、剧本写作、脚
本修订、 各地取景拍摄到后期制
作， 主创团队全程主导和参与 ，
可以说 ，《苔藓》是前沿科研成果

和苔藓学家科研精神的集中体

现 ； 而专业野外拍摄团队的加
持，则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艺术
性呈现。

团队负责人朱瑞良教授是国

内苔藓植物学的领军人物， 曾担
任世界苔藓学会副主席， 获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和上海市优秀学科

带头人计划的资助， 在苔藓研究
方面曾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甚至连该片的“群众演员”都

是华东师大苔藓植物学研究团队

的科学家们。 尽管影片没有直接
提及他们在苔藓植物系统分类 、
重要类群的进化及多样性保护等

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

果，但透过“寻找金发藓”、“探索

人工培育泥炭藓的方法”等片段，
观众就能感受到科研人员为生态

保护、 苔藓保护而不懈探索的科
学精神。

此外， 作为影片的室内场景
部分， 华东师大生物博物馆收藏
的 10 万余份来自全球各地的苔
藓标本以及苔藓团队成员在实验

室的工作场景也是该片的一大亮

点， 带领观众以科学工作者的视
角审视苔藓的同时， 更传达苔藓
的科学研究价值。

野外拍摄再现原生环境

影片除了在华东师大校园 、
生物博物馆和苔藓植物实验室取

景外， 其余大部分的镜头均采集
自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该保护区温暖湿润、雨量充沛
的气候条件造就了物种丰富 、形
态多样的苔藓植物， 为微电影拍
摄提供了绝佳环境。

短短四分钟的外景， 主创团
队和摄制组就要为此在保护区内

安营扎寨十多天。 这期间适逢云
南的雨季，拍摄外景难度极高，且
不说密林中成群的蚂蟥无孔不

入，还经常面临山洪暴发、塌方等
自然灾害的威胁， 但主创团队没
有因此降低对影片质量的要求 ，
每一个镜头都经过反复推敲和精

细打磨。 有时为了拍到一个物种，
需要翻山越岭寻找好几天； 有时
为了拍到转瞬即逝的画面， 如藓
类的孢子体特性， 团队需要多次
踩点和连日蹲守。

小植物，大生态，华东师大苔
藓植物科研团队正努力唤起人们

爱护、保护苔藓，合理开发利用植
物资源的意识。 他们想做的终究
不是一部电影， 而是在每位观众
心里建起一个苔藓保护区。

■华师大供图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
昨日，申城预警三连发！ 受局地
热对流云团影响，昨日午后本市
东北部、中部地区和金山出现了
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个别站点
出现暴雨。上海中心气象台先后
发布了雷电黄色、大风蓝色和暴
雨蓝色预警信号， 并于 13 时更
新暴雨蓝色为暴雨黄色预警。目
前预警信号均已解除。

昨日 8 时至 16 时， 本市各
观测站中浦东新区站降水最为

明显， 徐家汇站次之， 自动站

中闵行七宝镇雨量最大为 61.1
毫米， 其次是徐家汇公园 52.3
毫米。 其中最大小时雨强出现
在闵行七宝镇， 达到 59.4 毫米
（12 时-13 时）。 其他区的各自
动站中 ， 松江的车墩工业区 、
长宁的上海动物园等地均出现

了 50 毫米左右的降水。 由于降
水正好起始于中午时分， 中心
城区又正好在降水落区， 因此
昨日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止步

于 32.7℃。
今天本市多云，午后仍有局

地的阵雨或雷雨天气，预计最高
气温在 34-35℃，市民在防暑降
温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像昨日
这种局地的阵雨或雷雨天气。

短期内，午后雷阵雨将在申
城“霸屏”。本周内申城都是多云
为主， 最高温度基本临近高温
线，最低气温大都在 27℃。 由于
温度较高，大气中会聚集一定的
不稳定能量，这就会导致申城容
易产生局地雷阵雨的天气，还请
市民在防暑防晒的同时，记得防
范午后局地强对流。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
者 包璐影） 记者昨天从空客
公司方面了解到， 其计划在
明年向中国交付第 2000 架
飞机。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航空市场。

说起宽体飞机， 中国乘
客们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空

客 A330 系列飞机了 。 记者
昨天从空客方面了解到， 截
至 2019 年 7 月底 ， 中国内
地的航空公司共运营着超过

240 架 A330 系列飞机， 是目
前中国航空市场数量最多的

宽体飞机机型， 占据了一半
以上的市场份额。

自 2005 年 A330-200 客
机进入中国算起， 短短的 14
年间， A330 在中国内地宽体
客机的市场份额从零一路上

升到超过 50%。 究其原因 ，
出色的性能和优异的盈利能

力是吸引航空公司选择 A330
的主要因素。 A330 系列飞机
可以在 200 座至 440 座之间
灵活布局， 可以执行飞行时
间从 30 分钟至 17 小时的各
类航线， 使其能够匹配不同

航空公司的实际运力需求 。
目前 ， 中国共有 11 家航空
公司运营 A330， 其中拥有亚
洲最大规模空客机队的东航

以及旗下上海航空公司共运

营着 56 架该机型。
此外 ， 在直升机领域 ，

空客有超过 300 架直升机交
付给了 83 家中国用户 。 随
着搜索与救援、 消防以及环
境监测等领域的需求增长 ，
中国直升机市场发展迅猛 ，
在过去五年里， 中国直升机
机队规模以平均 20%的年增
长速度发展 。 空客预计到
2022 年中国民用直升机机队
规模将超过 1500架。

据空客方面介绍， 近几
年来， 空客交付中国客户的
民用飞机接近其全球总产量

的 22%。 根据空客于去年年
底公布的最新中国航空市场

预测显示 ， 未来 20 年 ， 中
国航空市场将新增约 7420 架
飞机， 包括客机和货机。 同
时， 中国客运量远高于世界
平均水平 ， 未来 20 年将以
6.4%的速度增长。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佳
琦） 本月 15至 20日， “远道而
来” 的黑池舞蹈节将再度携手宝
山， 与市民如约共舞。 据悉， 自
2016 年黑池舞蹈节第一次 “落
脚” 中国， 就吸引了 6000 名国
标舞、 体育舞蹈爱好者的广泛关
注， 今年黑池舞蹈节 （中国） 的

报名人数达到 8000 余人， 创下
了黑池舞蹈节百年来的新纪录。

延续惯例 ， 此次黑池舞蹈
节 （中国） 也将继续发扬黑池
传统， 邀请英国黑池组委会原
班评审团队及御用乐队———
Empress Orchestra (皇 后 乐 队 )
来到比赛现场， 担任评审及演

奏工作， 为黑池舞蹈节 （中国）
保障最高规格的赛事标准。

今年黑池舞蹈节 （中国 ）
依旧邀请了众多往届冠军选手，
多位世界顶级国标舞表演大师

亦将在开幕式中惊喜亮相， 让
公众近距离邂逅原汁原味的黑

池魅力。

报名人次突破黑池百年纪录
2019年第四届黑池舞蹈节本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