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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茶叶·古道

夜莺的明信片

德钦百谐

藏族人虽不大提及“茶文化”这个词，实事上却与
茶的关系更为密切，对茶的嗜爱到了极致，对茶的理
解淋漓尽致。茶作为一种饮品，已成为他们生活的组
成部分。

先生说，朋友是人在大地上的三大人伦之
一。通过以夫妻、
母子、
朋友为核心组建的人伦关
系，
人的人类性得以落实。人不再是大地上孤立
的存在，
人心因而温暖，
人得以以人类而存在。

相传“百谐”是古时村民为消除战乱，祈福平
安的一项传统祭祀活动，延续至今已经成为一项
传统的民俗活动。
“ 百谐”既是祭祀活动的一个仪
式，也是一个独立的传统民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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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上华为“5G IS ON”论
坛里唯一的游戏业受邀演讲嘉宾；
他是全世界少数连续三次取得商业
成功的游戏制作人；他是网易 CEO
丁磊口中“聪明的决策者和优秀的
执行者”；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培养
的网络科学家。
他也是曾经在高原上抬头仰望
蜀山之巅贡嘎雪山的孩子，在康定
回民小学教室里因弄不清
“公倍数”
和“公约数”而焦急的学生，在康定
中学泥地操场中踢球的少年……
他是迄今为止，从全国“五省”
藏区走向世界的第一位图形引擎科
学家。
他叫胡志鹏，
“ 网游江湖”中的
“掌门人”叶弄舟，互联网巨头网易
公司的图形引擎科学家，一位身在
浙江杭州的康定娃；一个在得知雅
康高速公路全线通车时，满含热泪
的中年男人；一个准备倾尽毕生所
学，将甘孜构建在网络世界中央的
追梦人。

A 学海弄舟时
“小时候，常常幻想，翻过一座又一座的
山，后面便是从没见过的大海。”电话那头
的声音坚毅而沉稳，完全不似儿时那个飞扬
跳脱的胡志鹏，然而他的思维方式却依然那
样“天马行空”。
1978 年，胡志鹏生于康定；1985 年，他
进入康定回民小学学习。出人意料的是，这
个后来被称作“学霸”的网易首席科学家，当
时数学成绩并不好。
“现在谁也不信，我小学时数学得过 0
分。”直到现在，这人生中第一次“挂科”的经
历，还令胡志鹏记忆犹新，
“那时真是弄不清
‘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
然而父母和老师似乎都集体“遗忘”了
这次“0 分”，在康定县第一中学退休教师李
亚萍的记忆中，胡志鹏“聪明、好动、喜欢感
知生活中的新鲜事物，
而且并不惧怕失败。
”
“这孩子身上有一股韧劲儿，会在‘跌倒
的地方爬起来’。他虽然爱玩，但自控能力特
别强，该学习的时候绝不会干其他事儿。”父
亲胡孝文的言辞中，透露出胡志鹏从小养成
的优良品质——自律。
正因为自律，从小学至初中再到高中，
胡志鹏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哪有什么‘高智商学霸’，一切都是厚
积薄发。”初中同学杜伟的寥寥数语，勾勒出
胡志鹏“无涯学海”中的“艰苦泛舟”历程，
“初高中时，一到学校他就立刻进入紧张状
态，一个上午，除了上厕所和体育锻炼，几乎
看不到他离开座位。
”
12 年寒窗苦读，从康定回民小学到康定
县第一中学，再到康定中学，他一点一点兑
现着自己的天赋。
1997 年高考，胡志鹏以 608 分的优异成
绩被浙江大学录取，一个从小在山里摸爬滚
打的康定娃，
终于来到了梦想的大海边。
然而，作为计算机学院的新生，他却连
电脑开机键都找不到。
“那是1997 年，
计算机这样前沿的事物没
有普及到甘孜州，因此才会有这样尴尬的经
历。
”
胡志鹏坦言，
刚上大学时他得付出比旁人
多几倍的努力，才能达到专业课预期学习目
标，
“那时候只能天天泡图书馆、
动手操作和求
教他人，
以百分之百的状态投入到学习中。
”
巨大的压力带来的是挑战，更能促进成
长。一头扎进“尖端前沿科技”的“知识海洋”
后，胡志鹏不断努力向深处遨游。2001 年，他
被保送为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生；2004
年，他更是成为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当年在中
国招录的寥寥几名研究生里的一员。
2007 年，他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时，这
个从川西高原“情歌之城”康定来的“山里
娃”，已经是中国计算机图形和视觉研究技
术转换领域的顶尖人才。

C 归来仍少年

胡志鹏在华为
“5G IS ON”
论坛上发言。

首位从甘孜藏区走向世界的

图形引擎科学家

“太惊艳了！仿佛让我们穿越到了近千年前的宋
朝，每个细节都那么逼真，那几天都不舍得退出游
戏。”玩家“寒影孤鸿”对今年春节期间，
《逆水寒》推
出的宋朝春节庆典作出极高评价。
穿新衣鬓戴花的人们洒扫门庭；灯笼、桃符、门
神、旗幌等挂上家宅；正月初一，各家各户相互走动，
互相拜年，大人小孩在街巷中燃放爆竹；连续几天舞
狮、高跷等精巧的杂技表演，欢声笑语的关扑嬉闹都
令人流连忘返；
甚至迎春牛打春牛等被遗忘的习俗都
被还原……胡志鹏通过虚拟场景，
真实还原了宋代的
民风民俗，
构建出了距今千年前的
“杭州”
与
“汴梁”
。
2 月 7 日，大年初三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中，
对“足不出户”体会宋朝年这一新颖过年方式进行了
报道。随后，历史学家纪连海撰写评论文章为“逆水
寒”
点赞。
“创新的现代形式，可以使沉睡在历史中的传统
文化再次焕发光彩。”视频对话框中，这个脸形瘦削，
神采奕奕的中年男子用地道的“康定话”回答着问
题。经历了许多次人生的高光时刻，但内心深处，胡
志鹏依然是那个自律得几近固执的
“康定娃”
。
2018 年夏天，在坚持近两年每天十公里跑以
后，他在朋友圈分享下心情：
“坚持的含义，就是没有
哪一天是特殊的。
”

专访网易集团副总裁胡志鹏
◎李强 甘孜日报记者 肖宵

B 历尽千帆处

胡志鹏参加网易游戏推广活动。

胡志鹏与导演程小东合影。

而立之年，胡志鹏站在了前沿科学技
术的风口浪尖。彼时，他“化身”一叶小舟，
正引领着一艘中国网络游戏界的巨舰开始
起航。
骨子里的“冒险精神”，让胡志鹏从小
便不安于现状，多次选择自己不熟悉的领
域接受高风险挑战。
因为有梦，所以迈向远方。2007 年，那
个满腹经纶的计算机图形引擎科学家，选
择了成为一名网络游戏开发者。要知道在
十几年前，玩网络游戏还被许多人看作是
“不务正业”
。
“很多人不理解我加入了当时中国技
术最为领先的网络科技公司——网易，却
为什么要从事网络游戏开发。”电话中，胡
志鹏刻意提高了声调，
“但我就是笃定了这
个方向，游戏世界可以提供另一个人生的
诠释空间。而我从小比较喜欢的诗词、武
侠，
这些都能通过游戏载体来呈现。
”
这个“冒进”的决定，却得到了初始团
队的一致支持。
“我们都坚信，他肯定能完
成这次人生中最重要的挑战。
”
雷火技术专
家程龙回忆起当时的情境时这样说道。
在十二年的时间里，胡志鹏成为中国
首个能连续三次取得商业成功的游戏制作
人。
公开报道上显示，
“倩女幽魂”
、
“流星蝴
蝶剑”等“雷火出品”已成为一代玩家的共
同记忆，手机游戏 2017 年的营业收入高达
8.6 亿美元。
“雷火游戏”
也由初创时的不足十人的
“小舟”，发展为拥有 1500 多名顶尖专业人
员 的 游 戏 界“ 巨 舰 ”。胡 志 鹏 本 人 ，也 于
2016 年成为网易集团副总裁。
而此时，他却有了一个“古风雅韵”的
名字—
“叶弄舟”
。
“我更愿意以叶弄舟的身份，
和玩家们
进行交流。”胡志鹏说，正是为了圆儿时的
“武侠梦”，他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儒雅别
致而且带着江湖味的化名。
”
几乎每年，胡志鹏都要去一趟北京故
宫，
倾听凝结着祖先智慧珍宝的
“低语”
，
感
悟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他对宋代文化的
喜爱，
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
曾经带着团队
核心成员
“旷工”
，
集体去看
“国宝级北宋书
画展”
。
不惑之年，
这个当初一门心思
“不务正
业”
的科学家，
已经成为中国最有梦想的游
戏人。技术，对他而言只是一门手艺，而他
的梦想，
是用计算机图形技术，
再现古典中
国的风雅与大美——
“泛舟西湖上，
逍遥自
在游。
”

胡志鹏和温瑞安合影。

D 惬我雪山诺
雄鹰在天空翱翔，
心之所向，
却是雪山。
2 月 25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上，华为发布了首部 5G 折叠手机 Mate X，
同时一场主题为“5G IS ON”的主题论坛也在大会上
隆重揭幕。胡志鹏受华为邀请出席并演讲，与来自全
世界 191 个国家地区的科技界人士共同描述畅想
5G 技术将在数字娱乐领域带来的全新纪元。在技术
展示中，充满东方古意的极致游戏画面，引起听众的
惊呼与掌声。
站在世界互联网舞台中央，浮上胡志鹏的心头
的，
却是故乡的贡嘎雪山。
“去年底看到雅康高速公路全线通车的消息时，
完全泪奔，这是从前想也不敢想的事啊。”谈到甘孜
州近些年的发展变化，胡志鹏难掩激动之情，
“一直
都在网络上关注着甘孜州的消息，交通条件的变化
正在对甘孜旅游事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积极影响。
如同 5G，
可以通过极速带给人们更好的游戏体验。
”
“今年，我要像一个少年郎一样，回到康定，去游
历、去体验、去感知，重新认识这片孕育出我梦想的
土地。”胡志鹏的话音落下，宣传片“让世界爱上这座
城”
中那精美的风景画面，
显现在屏幕上。
甘孜州之于胡志鹏，就像湘西与之沈从文，多民
族融合、多元文化荟萃，塑造出他开明且包容的性
格。在创业与管理生涯中，甘孜的童年记忆与文化浸
润令他受益匪浅。
“甘孜州美丽的风景和厚重多元的历史文化，不
应该在互联网上被忽略。”采访最后，胡志鹏透露将
在未来考虑打造融入“甘孜元素”的游戏，
“希望在未
来 10 年有更多突破，让全世界玩家认可中国制造的
顶级游戏，让全球旅行者通过游戏了解我的家乡
——康定。
”
未来，这个具有超级学习能力的甘孜学子，这位
计算机图形引擎科学领域的甘孜科学家，这个第一
个登上世界顶尖科技峰会的甘孜追梦人，又会在网
络上为我们构建出怎样一个梦境中的甘孜？
（本文图片由网易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