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实用的微投影为随时随地即拍即放创作

条件

HC-X920 内置微投影功能，作为摄像机中

至今还不多见的一大功能，该机确实给在大屏

幕上立即欣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兴奋。摄录

完成后的内容都可以随时随地与家人、朋友轻

松分享，最大投影图像可达 100 英寸。除本机摄

录的视频外，该机也可用于外置设备内容的投

影，通过该机 HDMI 接口连接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或计算机，这些设备内的照片、视频、游戏等

都可以投影至大屏幕欣赏、观看、玩打。

四、Panasonic HC-X1000

HC-X1000 是日本松下公司最新开发的一

款专为喜爱摄影摄像的半专业人士的消费群体

设计的 4K 超高清数字摄录一体机，是“世界第

一”款能在 SD 卡上记录 4K 60p/50p 图像的高

档级摄像机。该机具有许多专业级摄像机的功

能和特性，它给广阔视野内的灵活与移动拍摄

提供了可能，用于拍摄高质量纪录片和运动赛

事非常理想，其视频动像和静像照片的有效像

素均高达 885 万（17:9）和 829 万（16:9）。该机内

置一个新的 1/2.3 英寸 BSI MOS 图像传感器和

能很好地配合 4K 视频的快速拍摄同步进行 4K
大量数据快速处理的 Crystal Engine Pro 4K 图

像处理器，安装光学变焦为 20 倍（智能变焦打

开为 40 倍）的 LEICA Dicomar 镜头，配备 3.5 英

寸，像素为 115 万的 LCD 宽屏显示器（为便于

高角度和低角度拍摄，显示器可以在垂直向旋

转 270 度）和像素为 123 万的电子取景器，提供

双 SD 卡槽（兼容 SDHC/SDXC），记录在 SD 卡

上的是适合影片制作的 Cinema 4K (4096x2160)
超高清视频图像和用于电视广播的 QFHD
(3840x2160) 超高清视频图像，兼容 60p/50p/
24p 三种帧率规格。HC-X1000 兼容 AVCHD、

MOV 和 MP4 几种视频文件格式，结合其高比

特率性能，非常适合广角拍摄。该机使用了一个

新的降噪系统，该系统能在最大程度上压低可

能产生的噪声，使显示画面格外的清晰，即使是

在光照条件极差的环境拍成的，还原在屏幕上

的显示效果十分清晰，图像质量丝毫不降。该机

外形尺寸为 160x170x315mm，重为 1550g，参考

价为 3500 美元，2014 年 9 月 3 日对外正式发

布将于 2014 年 10 月晚些时候发行上市。HC-
X1000 具有下列功能特色：

1.从源头确保摄像高图质的优异镜头

HC-X1000 使用的高性能镜头无论是在分

辨率还是对比度上均经过了严格的检测，因而

确保了最终输出的图像锐利而清透。除此之外，

其与众不同的优异处还在于能清楚呈现图像的

细节，尤其是阴影部位的画面细节表现得更加

突出。该镜头内置的 3 个 ND 滤波器能有效控

制不同拍摄环境的入射光总量。这一性能给用

户在明亮的日光下，以低快门速度进行拍摄提

供了方便，通过镜头的完全打开，以使图像展现

高分辨率和浅景深的精致画面。

2.周密考虑的双卡槽设计

HC-X1000 提供 2 个插卡槽，同一数据可

以同时记录在 2 张 SD 卡上，以防数据丢失。该

机的记录自动切换（Auto-Switch Recording）功

能能够在第 1 张卡的容量录满后，自动而无缝

切换至第 2 张卡继续记录。当使用 Background
Recording 功能时，用户可以通过设置让第 2 张

卡连续记录整个摄录方案的全部内容，而让第

1 张卡仅记录必要的场景的部分重要内容，这

样就避免了重要场景内容在 REC 录制开关处

于关闭状态时被遗漏的现象。

五、JVC Everio GS-TD1
Everio GS-TD1 是日本 JVC 公司开发推出

的一款 3D 全高清数字摄录一体机，该机内置 2
个像素为 332 万的 1/4.1 英寸背照式 CMOS 图

像传感器和能同时处理分辨率为 1920x1080/
50p 左右两幅全高清视图的 Falconbrid Engine
双芯独立通道高速高效能图像处理器，安装 5
倍光学变焦（3D）/10 倍光学变焦（2D）/200 倍数

码变焦（2D）的 F1.2 超亮光圈的双 HD GT 镜

头；配备能裸眼观看 3D 回放效果，像素为 92 万

的 3.5 英寸 LCD 触摸屏，除 64GB 内存外，3D
视频和 3D 静态图像还可通过可拓展容量的 SD
卡槽插入 SD/SDXC/SDHC 卡存入，信号采用高

比特率的 34Mbps（3D）/24Mbps（2D）进行记录。

Everio GS-TD1 给人的印象是：色彩逼真、细节

清晰，以及 3D 图像十分靓丽，Super LoLux 超级

低照度感应系统的加盟使得即使视频是在低光

照条件下拍摄的，其视感效果同样让人刮目相

看。和 2D 一样，3D 单元也提供基于人脸检测技

术的笑容拍摄功能。在静像拍摄上，Everio GS-
TD1 给予 3D 的是 200 万像素（1920x1080）；而

给予 2D 的是 290 万（2304x1296）。该机采用

85mm 间隔的传声器结构，结合 JVC BIPHONIC
联音技术的声音处理，能够提供动态的三维立

体声音效。该机的外形尺寸为 102x 64x186mm，

重为 675g，参考价为 2400 美元，Everio GS-TD1

具有下列功能特色：

1.可点可圈的 3D摄录能力

Everio GS-TD1的 3D全高清（1920x1080）拍
摄既可使用能提供最大分辨率的左右独立格式

（L/R Independent Format），也可采用广播公司采

纳，能提供最大兼容性的并排显示格式（Side-by-
Side Format），无论应用哪一种技术格式进行拍

摄，其拍得的视频均可以烧录在蓝光盘，或

AVCHD DVD 光盘上，及都可在 3DTV 电视机上

精准回放。该机通过其光轴自动稳定系统的差异

操作实现的 3D图像的景深感自然，显示场景真

实，这得益于 3D拍摄进行变焦时其视差的自动

调节对图像的优化。值得注意的是，三维立体静

像显示时，需要兼容 3D的 PC 计算机和应用软件

具有MPO（Multi Picture Object）文件播放能力。

2.支撑拍摄效果的智能自动调节能力

Everio GS-TD1 提供十分有效的智能自动

（Intelligent AUTO）功能，拍摄时，启用该功能可

以即刻对画面中的人物面部情况、亮度、颜色、

距离等进行分析，随后自动为所拍场

景选择最佳设置。通过对图像亮度、锐利度、色

度、伽马值等性能参数连续不断的优化，最

终确保了随时随地的拍摄效果都是最好的。

3.防抖作用显著的先进图像稳定器

摄影摄像难以避免拍摄的抖动，为了消除

这一弊端，已经出现了多种防抖技术。为了弥补

手持，或走动拍摄因抖动导致图像变坏，JVC 在

Everio GS-TD1 摄像机中使用的是 A.I.S.（Ad原
vanced Image Stabilizer）先进图像稳定器，它通

过将有效区域扩展拉阔来补偿摄像机的抖动，

确保输出图像平滑流畅，即使追拍也不受影响，

采用广角拍摄亮场景的效果更佳。

六、Rollei Movieline SD 800P
Movieline SD 800P 是德国 Rollei 公司开发

推出的一款携带投影功能的全高清数字摄录一

体机，该机内置有效像素为 500 万的 1/3.2 英寸

CMOS 图像传感器，安装光学变焦为 8 倍（数字

变焦为 200 倍）的 F2.47-F2.73 镜头，配备所有

设置均可手触屏幕调节完成的 3 英寸 LCD 触

摸屏，设有 SD 卡槽，兼容的记录媒介为 SD/SD原
HC 卡，容量为 32GB。Movieline SD 800P 的视频

图像分辨率兼容全高清的 1920x1080p/30fps 和

高清的 1280 x720p/60fps，记录视频格式兼容 H.
264 (MOV)、MPEG4、ADPCM，静态图像格式为

JPEG (DCF，Exif2.2)，分辨率为 300 万像素的

2048x1536 和 500 万像素的 2592x1944，幅型比

为 16:9，借助 HDMI 缆线的连接，所拍摄的内容

很容易在 HDTV 高清电视机上观看。该机提供

8 种场景模式，设有人脸检测和 3 秒预录功能，

设置了 USB2.0 接口、AV 接口、HDMI 输出接口

和耳机接口，其内置的 NP 40 可充电锂电池满

负荷时可以使用 60 分钟。除锂电池外，该机还

随机配备 HDMI、USB 和 AV 线缆，该机的外形

尺寸为 52x120x55mm，重为 280g，参考价为 445
美元。Movieline SD 800P 具有下列功能特色：

1.确保图像清晰平滑的稳定拍摄措施

Movieline SD 800P 为确保在任何环境条件

下拍摄，无论是拍摄视频动像，还是拍摄静像照

片均具有优异的图像质量，设计了能抑制可能

会产生画面模糊的非常有效的稳定拍摄功能，

一旦该功能被激活，系统会按照拍摄地不可避

免的具体环境条件自动选择及调整好包括场

景、对比度、面部识别等有关摄录参数，最大程

度上为最完美的视频图质回放提供保障。

2.随拍随放增添与强化体验乐趣

Movieline SD 800P 除视频摄录外也设计了

投影单元，这一摄录放整合一体的摄像机机型至

今还很少见，它的推出确实给摄影摄像爱好者提

供了极大的方便。有了这一功能单元，摄录完成

后的视频作品可以实时投射在任何表面上，无需

电视机，也不用任何线缆连接，就能和亲朋好友

多人随时随地即刻分享影院视听体验。

3.不会错过精彩瞬间的 Pre-Rec 功能

Movieline SD 800P 设有 3 秒预录 （Pre-
Rec）功能，有了该功能，即使用户未按下摄录

键，只要在拍摄之前先按下该功能键，便可以有

3 秒的预录时间，也就是说一旦启动该预录功

能，摄像机就会自动将正式开始拍摄的前 3 秒

的画面也拍摄进去，寄存在缓冲区。这一功能适

合晚会，运动会等现场实况的摄录，它不会因为

晚一点按下拍摄键而错过任何精彩瞬间，失去

珍贵画面。值得注意的是，Pre-Rec 功能键不能

永久设定，需每次摄录前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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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增色添彩的数字摄录一体机（四）

瑞鸣 CD叶生旦净丑曳 砸酝悦阅原员园缘远
伴随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的灿烂与落寞。

舞台上的富裕与贫瘠，英雄与平凡，始终传承着

民族的精魂。当繁华远去，今天的京剧正面临曲

高和寡的落寞。但生活不息，艺术不止，我们需

要京剧，需要这历尽风霜的大美。所以这不仅是

一张唱片，更是中华民族代代相承的情感慰藉。

生旦净末丑的演绎，如历史的戏梦，永不停止。

梦回莺啭，百年戏楼，何人粉墨吟唱？

似水流年，十一名伶，京剧原音再现。

遥踏古戏楼，沉香蔼蔼盘旋氤氲，百年京剧

醇厚如醉。丝竹管弦，唱不尽的忠义缠绵悲喜千

般；红幔氍毹，舞不完的刀影回袖百年一梦。

国粹艺术，深奥精微；生旦净丑，妙不可言。

正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戏曲行当是在中

国典籍《易经》“取象比类”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

的。与把世界万物归纳为金、木、水、火、土的思

维方式相一致，戏曲把人分成生、旦、净、丑等各

行当。每个行当又有若干分支，各行当声腔各具

神韵。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性格接近的艺术形象

及其表演程式、表现手法和技巧逐渐积淀而形

成行当。从内容上说，是京剧表演中艺术化、规

范化了的人物类型。从形式上说，又是带有一定

性格色彩的表演程式分类系统。2014 年瑞鸣音

乐携手数十位京剧艺术家，特于三百年正乙祠

全木质戏楼实地拾音，制作人叶云川担纲制作，

由中国录音大师李大康先生携团队亲力录制，

艺术总监池浚倾情监造。意在镜中戏颜未改三

尺水袖不歇，于一方唱片丝丝袅袅，幽然重生。

这是古代建筑与国粹艺术的结合，积淀深厚的

气场，浑然天成的声场，回归“有声必歌”的理

念，涵盖西皮、二黄、反二黄腔调中的导板、慢

板、原板、流水、快板、二六等板式，昆腔、云苏调

等声腔，说唱体的数板，念白中的京白、韵白、方

言白。唱为有谱之歌、念为无谱之歌，唱曲难而

易，说白易而难。以“和而不同”的方式构成京剧

的听觉群像，彰显京剧当代声腔的动人魅力。

青衣水袖三生梦，惊鸿一瞥两百年。瑞鸣力

邀十数位当代京剧名家，遴选各行当的经典唱

念，突出行当间组合交流，异彩纷呈中彰显人声

与乐队呼应互动、浑然一体的固有魅力。曾几何

时，高楼林立半遮月移花影，尘世喧嚣掩盖蓦地

清音。瑞鸣音乐恭录此辑，祈愿留下属于这个时

代的国剧记忆，向传统承沐俯首。出其之口入君

之耳，生旦净丑翘盼知音。

一张唱片，溯连古今。君可见歌台舞榭处水

袖翩迁，顾盼的伶人深情在睫；君可听长亭古道

外戏腔缱绻、折柳的离人低眉耳语？都道浮生若

戏寄阿谁，却不如清明至醺与戏同醉，一梦莫思

量。荷风满袖，丝弦声起，笑忘光影叠错今夕何

夕，自知沧海月明初心依然。

恰如三百年正乙祠的沉香冉冉，从未散去。

本 悦阅 出演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于万增,叶金

援,吴建平,宋丹菊,康万生,张关正,李鸣岩,杜鹏,
王蓉蓉,管波,黄德华。

曲目列表：

园员、《玉门关》选段 园圆、《赤桑镇》选段

园猿、《辛安驿》选段 园源、《盗双钩》选段

园缘、《武家坡》选段 园远、《古城会》选段

园苑、《锁五龙》选段 园愿、《扈家庄》选段

园怨、《九江口》选段 员园、《卖水》选段

员员、《望儿楼》选段 员圆、《锔大缸》选段

员猿、《淮河营》选段 员源、《连环套》选段

员缘、《审头刺汤》选段 员远、《二进宫》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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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戏梦归妙境，素心情韵见真淳———

瑞鸣新推 CD《生旦净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