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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格子衫和牛仔裤呢？”听到记者的第一
个问题，穿白衬衫加黑西裤的程立乐了，“不要对
程序员产生刻板印象，程序员也是可以有生活情
趣的。”

在互联网圈子里，蚂蚁金服的CTO（首席技
术官）程立是自带出场光环的“大牛级”程序员。

当年，他放弃一流名校的博士学位，以实习生
身份加入互联网公司；现在，他带领团队完成底层
技术架构的手机应用，已改变 10 亿人的生活
方式。

放弃诺贝尔奖梦想的程序员

程立出生在一个物理世家，父母和哥哥都是
物理方面的研究者。

逻辑严谨、思维缜密的特性，融入了程立骨子
里。拿诺贝尔奖，也是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远大
理想。

然而，程立的物理基因发生了“突变”。
“我不想高考了，我想学点更有意思的东西。”

1993 年，少年程立在临近高考时做出了一个让家
人意外的决定——放弃物理学，转攻计算机。

程立的父母和兄长虽有疑虑，最终却支持了
他的决定。“其实能拿个‘图灵奖’也不错。”

1997年，程立进入上海大学计算机专业读研。
有意思的是，虽然已学几年计算机，物理和数学依
然是程立最拿手的两门课，而这也为他在未来的
计算机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0 年，程立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程序员之路慢慢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

在导师带领下，程立在中国教育网络监测系
统的项目中担纲编程角色，开始用代码解决实际
问题。

程立逐渐意识到，程序员是带着现实问题用
代码创造新世界。和画家拿着画笔创作一样，数字
世界没有边界，程序员有更大的创造空间。“从这
个时候开始，我发现编程挺有意义。”

进入 21世纪后，我国互联网行业进入快速发

展期。2003年5月，淘宝网横空出世。仅仅几个月
后，原有的技术平台已无法支撑庞大的用户流量。

2004年春节后，程立以外包程序员的身份，开
始参与淘宝网新技术平台的构建。程立职业生涯
的序幕正式拉开。

那个脱颖而出的实习生

程立在公司的“花名”叫“鲁肃”。
鲁肃对于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

义，史书对他的解读多为“老实忠厚但长于计谋”。
这是程立选择鲁肃作为自己“花名”的原因，既符
合老实忠厚的外在体现，也激励自己成为在数字
世界里具有智慧的程序员。

2005 年 2 月，因前期表现优异，程立不仅以
实习生身份获得留用，还受邀担任支付宝新交易
平台项目架构师这一重要角色。

从一名普通程序员突然跃升，程立希望把最
好最新的技术都加入到这个项目，这也使他遇到
了新问题。

新项目进展到一半时，程立发现，系统加入了
太多新技术，效果适得其反。如果推倒重来，意味
着把已造了一半的大楼推倒重建，团队是否还有
信心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新项目建设？如果将错就
错，新项目发布后会产生何种后果？

经过一个通宵的思想斗争，程立决定推倒重
建，“出了问题我们要负历史责任。”

程立的担当和勇气，让团队更有凝聚力，并在
约定时间完成了新项目。

事后，项目主管找他谈话，程立原以为自己的
实习期将到此结束，没想到主管带来的是让他正
式加入阿里巴巴的邀约。

“正是从那以后，我更加明白了一个程序员的
历史担当。一行代码并不是简单的计算机语言的
堆砌，敲出去的每一个字符都有它的社会影响。”
程立说。

坚强背后的惊心动魄

参与淘宝网新技术平台的构建工作后，还

差不到一年就要毕业的程立走到了人生岔路
口——是继续留在互联网企业工作？还是返回
学校专心攻下博士学位？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程立放弃了博
士学位，决定追逐那个 12 年前萌芽的“程序员
梦”。

2005 年 2 月，在阿里巴巴的会议室里，程
立以实习生的身份等待 HR（人事专员）分配工
作。因为拥有新技术平台构建的经历，程立原以
为自己会被分配去集团总部工作。然而，在第一
批被点到去集团总部的名单里，并没有他的
名字。

“如果去淘宝也行，毕竟有过相关的工作经
验。”但是，第二批去淘宝网的名单里，依然没有
他的名字。

最后，整个会场只剩下了他和另一个待分
配任务的人。“你俩去支付宝。”HR 宣布完结
果，程立的心情也跌到了谷底。

那时的他没有料到，那个曾被自己“嫌弃”
的购物网站的附属支付工具，在他的技术支持
下，会在后来成为一款用户量超过 10 亿的国民
级手机应用。

2007 年，淘宝网的流量让后台系统再次遭
遇支撑瓶颈。程立及其团队临危受命，启动了对
支付宝系统的升级改造项目。

通俗来说，他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用0和1的
代码，创造出一台能支撑14亿人同时上线付款
的“巨型收银台”——不仅要做到所有人在付款
时都能不排队“秒付”，还要确保收支的每笔钱
都没有任何错误。让程立倍感压力的是，这套系
统需要在三个月之内上线。

对程序员而言，做系统最忌讳的就是“将
所有鸡蛋都装到一个筐里”。但因为时间紧、
任务重，为完成任务，程立和他的团队决定孤
注一掷。原定 2008 年 1 月初发布的新系统，
在一拖再拖的赶鸭子上架式催促下，终于上
线问世。

新老系统平稳过渡，需要将老系统里数
以亿计的用户和资金数据完整准确地移入新
系统，程立和他的团队决定停机 8 小时。

停机，意味着用户在此期间无法正常进
行交易。停机时间越长，用户“跳票”的可能性
就越大，对企业的损失也就越高。所以，如何
在约定停机时间内完成新老系统的切割，显
得尤为重要。

在 0 点停机之后的 8 个小时里，新系统
与老系统的数据一直无法配平，资金校验也
一直无法通过。直到中午 12 点，问题才得以
解决。当天下午 3 点，程立和业务负责人决定
将新系统上线 5 分钟进行测试。

“滴滴滴……”系统刚刚上线，数据异常
的警报声响彻机房。一群人围着时任支付宝
首席业务架构师的倪行军（花名“苗人凤”），
寻找症结所在。

大家在腊月里都穿着厚厚的冬衣，但围
着倪行军的每个人额头上和手心里都渗出了
冷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问题还是没有找
到。这时，程立站出来，替换了计算机前的另
一个程序员，一番紧张的摸索之后排除了故
障——原来，核对数据的公式出了问题。

下午 5 点，新系统再次上线。积攒了 17
个小时的用户流如潮水般袭来，不一会儿系
统就“决堤”了。

在这头，程立带着团队抢修系统；另一
头，数据异常的警报声再次响起。更让人揪心
的是，互联网上诸如“支付宝带钱跑路”的流
言已满天飞……

“我主导的项目会不会就这么让支付宝
完蛋？”连续多日没有合眼的程立内心有些崩
溃。好在事情在用户潮涌退去后发生了转机。
在仔细核查相关数据后，程序员们发现数据
异常的警报仅是“误报”。

大部分人对阿里巴巴的“双十一”购物狂
欢节并不陌生。2010 年“双十一”前夕，支付
宝的全体技术人员都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根据前一年“双十一”的经验，系统被提前留
出比平时高出一倍的余量。2010 年 11 月 11
日 0 点刚过，系统余量瞬间被疯狂的用户流
占用，程立和他的团队被这一突发情况打了
个措手不及。

“赶紧调配可用资源！”程立在第一时间
做出反应。那时，云计算还未普及，后台程序
员化身“人肉云计算”，这边的系统资源闲下
了马上顶上，那边的系统资源过载了就赶紧
迁移。忙活了一整天，本以为手忙脚乱应付过
了当年的“双十一”，谁知事情又向戏剧化方
向发展。

时间到了晚上 11 点 59 分 30 秒，系统最
核心的数据库即将崩溃。一旦这个数据库崩
溃，意味着之前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把会计程序‘杀掉’，先收钱，后点钱，
快！”千钧一发之际，程立的团队再次做出正
确决定。当天，交易悉数准确无误地完成。

“做程序员真需要一颗强大的内心。我们
只要写错一个代码，对用户来说可能就是成
千上万元的损失。”

程立说，在充当了一次又一次的“消防队
员”后，他逐渐明白，一个优秀的程序员不光
是要自己一个人闷头写程序，还要尝试着引
导一个团队去思考，怎样做才能在满足用户
多样性需求的基础之上，创造更多的社会
价值。

永远保持创业初期的心态应

对挑战

和大多数程序员不同，程立每天早上 7
点就会起床早锻炼，8 点出头出门送孩子上
学，9 点准时到公司开始一天的工作。如果没
有会议安排，他会在晚上 8 点左右回家吃
晚饭。

多年的程序员生涯之后，程立发现，将更
多时间留下来陪伴家人尤为重要。

“程序员在外人眼里会有‘木讷’的刻板
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程序员每天接触的
都是冰冷的机器和没有感情的计算机语言。”
程立说，在工作之余，能和家人、朋友多交流，
培养一些“不动脑”的兴趣爱好，既能让自己
从紧张的脑力劳动中解放，也可以拉近与真
实世界的距离。

BUG 找不到、数据平不了、需求够不
着……这些事件都会在程序员的日常生活中
反复上演。一些心态不好的人在这样的交锋
过程中积劳成疾，发际线逐渐上移。

而在程立的奋斗哲学里，“因为信任，所
以简单”成就了他和团队——在任何困难挑
战面前，要充分相信自己的队友，既要拿出
舍我其谁的勇气，也要有互相成全的心理
准备。

在互联网行业全球化竞争愈发激烈的当
下，中国的竞争优势愈发明显，技术创新和丰
富使用场景的能力让世界惊叹。从过去的一
路跟随到并驾齐驱，再到“换道超车”机遇的
出现，我们已从“摸着石子过河”逐步过渡到
为后来者“铺路架桥”的阶段。

程立认为，虽然程序员经常被外界打上
各种带有误解意味的标签，但无论外界怎么
议论或企业如何发展，创业初期的心态和激
情不能丢。

程立告诉记者，一次支付宝内部组织的
“红蓝技术对抗赛”，让他记忆犹新。那次对抗
赛中，共有 10 支队伍杀入决赛，由他带领的
高管代表队在决赛中被其他队伍“揍”得不
轻，最后只能屈居末名。

“虽然输了比赛，但是我们都很开心，因
为我们看到了中国新生代程序员正在超越老
一代程序员。”程立相信，在可见的未来，中国
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优秀程序员，去为全人类
勾画一个弥合差异、平等发展的全新数字
世界。

对多数人而言，程序员是一个神奇的群体——— 格子衫是标准工

装，发际线高低体现资历深浅，年少多金但仿佛是一天到晚与代码打

交道的“机械生物”。10月24日是“程序员节”，本期“三百六十行”，我

们来看看一位“超级程序员”的别样人生……

程立近照。 受访者供图

天 下

军运会光影“黑科技”背后的“魔法师”

世界军运会、国庆七十周年大联欢、一带一路峰会、北京奥运会……

众多重大国事活动背后，都有同一个人及其团队的身影。从当年扛着产

品挤公交推销，到连续3年蝉联全球LED显示屏市场占有率第一，军运会

开幕式制作团队总监李军，是一个掌握光影“黑科技”的魔法师

▲10月18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场的主火炬塔。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本报记者李伟

水中点燃主火炬塔、真人版《清明上河图》、雾
幕营造黄河影像、丝绸之路敦煌飞天、世界最大全
三维立体式舞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
式惊艳了世界。

“读秒”看完开幕式

“太不容易了，压力巨大。”军运会开幕式制作
团队总监李军，坦言自己是以“读秒”一样的心情，
熬过了这场两个多小时的开幕式。

上万名演职人员的调度，2000多支不同功能、
不同形状灯的管控，25000多平方米舞台地下30余
个升降装置、70余个地面翻板、20多个踏板共200
多个子项目的协调运转，军运会开幕式是一次大
制作。

尽管之前曾反复操练多次，李军却一直揪心，
生怕哪个环节出现意外。世界各地的大型舞台活
动出现人为不可控情况，已有很多先例。

“大家印象很深的那块巨大丝绸，其实怕雨
怕风，好在天气给力，才没有启用备用预案。”李
军说，团队能想到的各种突发情况，均有多套后
备方案。“如果打分，我愿意给这场开幕式打99
分。”

接近满分的表现背后，李军透露，两年时间
内，遇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艰辛。

2017年底，李军带领的团队通过竞标，被正式
确认为开幕式的制作团队；2018年初开幕式创演

工作正式启动，团队进驻武汉进行资料收集、考察
调研、实地勘测，精耕细作8个多月；2019年3月份，
团队全体人员进驻武汉开始创排工作；4月份启动
了排练工作；10月14日晚，进行了开幕式最后一次
公开预演。

23个月时间里，按照节俭办会的要求，李军既
要考虑保障艺术家们天马行空创意的落地，又要
综合考虑科技、费用、安全等问题。原本开幕式有
烟花设计环节，最后为压缩费用和安全角度考虑，
只好忍痛砍掉。

李军还向记者揭秘了一个点燃火炬的细节故
事：运动员刘玉栋手中的火炬点燃水池，水火交
融，圣火一路向上升腾，照亮了塔顶上的“五大
洲”。但不少观众也发现，升腾中的火焰并没有想
象的大面积雄浑燃烧。

原来，这里也遇到了艺术创意与技术矛盾的
冲突。青花瓷瓶一样的火炬塔全身遍布星星点点
的LED显示灯，一旦火焰温度过高，就会给显示灯
带来问题。最终呈现出来的升腾火焰大小，是经过
反复测试计算后的结果。

惊艳呈现的背后

这不是李军的团队第一次在大型活动上交出
令人满意答卷。

时间回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少观众对那
幅徐徐展开的“中国画轴”、缓缓升起的“奥运五
环”印象深刻。其实，这里面所运用的多项LED显
示支撑技术，就是李军团队提供。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惊艳了世界。如今回想
起来，李军仍觉得当时的技术难度非常大。为应对
雷雨等极端天气，显示设备在水下进行了三天压
力试验。经过反复的创新和测试后，他们的团队打
败国际竞争对手而中标。

一战成名，从此李军的团队屡屡入围各类大
型活动：国庆、阅兵、一带一路论坛、APEC峰会、
上合组织峰会、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

“国家大型活动有我们的身影，全世界各地都
有我们的身影。‘中国屏’呈现出世界的多彩，也让
世界见证了中国民族品牌的国际品质，这一点我
们非常自豪骄傲。”李军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在某

个细分行业里面做到全球领先，必须要有两个
特点，一个是创新的精神，另一个就是专注的意
志。”

曾经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打下的理工科基
础，尤其理工科学生那种认真的态度和执着的
精神，早已深深地融入其血液之中。如今，李军
仍然认为自己的骨子里是“理工男”。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的李
军决定下海。刺激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在某个
展会上看到台湾地区一位商人用LED屏进行简
单的数字和图像的显示。出于“理工男”对技术
的敏感，他意识到这一产品将有极广阔的应用

前景。
作为国内最早生产LED的企业之一，近30

年时间里，李军也曾在创业初期把产品扛在肩
上挤公交车、挨家去推销，也经历过“暴利”之下
LED产业的低价竞争、无序竞争。最终，坚持独
立品牌、自主技术研发创新，令李军在LED显示
领域杀出红海。

1999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一辆写
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彩车驶过天安
门广场。很少有人知道，车上所载的世界首例
异型户外全彩LED屏就是李军创办的企业制
造的。

用科技“点亮”传统文化

“我们抓住了时代脉搏，在科技与文化融合
上下了功夫。”李军半开玩笑地说，“有人说，我
们在科技实业企业里面最有文化，在文化创意
企业里面最有科技感。”

这些年，不少城市的灯光秀成为人们拍照
打卡的网红景点。而早在体验经济火起来之前，
李军已经发现，并不是年轻人不喜欢传统文化，
而是他们需要用更懂自己的方式表达这些
内容。

能不能将显示技术与文旅体验结合，创作
出更适合年轻人的文化体现方式？“理工男”李
军开始将先进显示技术产品运用到文化旅游
产业链中，融合现代声光电科技，利用互动投
影、LED天幕、全息显示等数字技术，运用重度
虚拟现实技术营造出最真实的场景，同时挖掘
文化内涵，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

如今，这个“理工男”和同事们打造出的产
品已“点亮”北京、青岛、厦门、杭州、深圳、西安、
武汉等100多个中心城市的夜晚。

“我是一个湖南侗乡的农村娃，走出大山、
创业的经历，深刻地感受到‘国家兴则企业兴’
的道理。”回顾参与国家大型活动的多年历程，
李军深有感触。

采访时，李军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武
汉军运会开幕式顺利结束后，李军自掏腰包请
部分演职工作人员吃宵夜，一群人边吃边唱，
唱了一晚上的《歌唱祖国》，直到嗓音沙哑……

10亿人在线支付背后的“超级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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