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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为期半个月的“成都保利

爱国主义教育暨国防兵器展” 落幕。

可抗16公斤TNT炸药爆炸威力的防

地雷反伏击车，可随时PK掉“悍马”

的特种越野车……货真价实的坦克、

装甲车， 半个月内吸引了25万人参

观。主办方介绍，接下来的兵器展将

移师德阳。

昨日， 成都又迎来了冬日难得

的阳光，尽管是兵器展最后一天，但

昨日的参观人数依然“打拥堂”，每

处展品前都是举起的相机和手机，

市民们纷纷拍照留念。“我已经是

第二次来了， 这次专门带娃娃来

看。”站在T－34坦克前，家住水碾

河的张强说。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现场有不

少背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在

各个展品前从不同角度拍摄。“这样

的题材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摄影

爱好者刘先生端着相机和脚架，“噼

里啪啦”一阵狂拍。刘先生称，他就喜

欢拍摄车辆， 成都的每次车展都少不

了他， 但拍摄装甲车、 坦克还是第一

次，在刘先生的相机里，至少拍摄了四

百张照片， 不过， 他都不是太满意，

“人太多了，镜头里全是人！”

“成都保利爱国主义教育暨国

防兵器展” 爱国主义征文比赛、绘

画比赛和最受欢迎的小小讲解员的

比赛结果也在昨日揭晓，年仅8岁的

唐明晟获得了小小讲解员的第一

名，是获奖者中年龄最小的，拿着奖

品———一架遥控飞机， 小家伙笑得

合不拢嘴，“以后有这样的比赛我

还要来。”

“在兵器展举办的所有城市里，

成都市民是最热情的。” 主办方介

绍，从今年5月开始，兵器展已先后在

广州、南宁、遵义、贵阳、武汉等地举

办，在成都的展出中，半个月的参观

人数达到了25万人，是展出的所有城

市中人数最多的， 而且在成都站中，

不管是小小讲解员的水平， 还是征

文、 绘画比赛的质量都是最高的。主

办方介绍，接下来，兵器展的所有展

品将连夜运到德阳，在德阳进行为期

半个月的展出。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窨井爆炸

两娃娃被吓得语无伦次

昨日下午6时许，双流警方还在现

场勘查，事故现场位于锦江公寓中庭的

一片空地，地面污水横流，弥漫着一股

粪水的味道。成都商报记者看到，空地

处一共有四个井盖，相隔不到半米。“声

音很大，就像煤气爆炸一样。”住在旁边

11楼的王先生回忆，事发时大约2时过，

他正在家里睡觉，听到有人在楼下放鞭

炮，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外面“砰”的

一声，他从窗户往下看，中庭两个窨井

盖飞到了一边，两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哭

喊着向小区外跑去。

目击者回忆， 两个小男孩的头发被

烧焦，脸上也被火灼伤，两人显然被之前

的一幕吓坏了， 说话也语无伦次， 只是

哭。据了解，两名小孩伤势并不严重。

成都商报记者从物管提供的一段

视频中看到，事发后，护卫就来到了现

场，周围的住户听到响声后也围了过来，

大家在两个已没有井盖的窨井处查看了

一番，也似乎没有发现什么情况。“问两

个小孩，也说不清楚。”物管称，之后为

了避免有人掉进窨井内， 他们找来两个

井盖盖上。

调看监控

发现还有娃娃落进窨井

爆炸发生后， 小辉的母亲也从楼上

跑下来，还在井口处张望了一番，不过，

里面太深，她和其他人一样，并没看到里

面有人。小辉的父亲陈勇称，他们一家就

住在小区内， 下午3时过一家人找孩子，

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才找到物管，在调取

监控后， 看到的一幕让一家人是怎么也

接受不了。

陈勇回忆，在下午2时过的一段监控

视频中， 他看到小辉和两名小男孩在小

区中庭处围着一个井盖。 小辉蹲在井盖

旁，一名男孩站着，另一名男孩也蹲着。

突然，两个井盖飞了起来，一团火光从窨

井里蹿出来，扑向两名往后退的男孩，而

小辉则被飞起来的井盖掀倒， 直接落进

了另一个没有井盖的窨井内！

看到视频中这一幕，物管赶忙报警，

并找来抽水机抽水，下午4时过，9岁的小

辉被打捞出来时，早已停止了呼吸。

消防提醒

过节燃放烟花爆竹要当心

成都消防提醒，临近元旦、春节，在

燃放烟花爆竹时，一定要远离或避开污

水井、化粪池和下水道口，以免引爆沼

气造成伤害，此外，禁止在加油站、加气

站周围燃放烟花爆竹。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报道

生死时速

多次达180公里

25日，内江市民刘波的儿子小宇降生。

正在一家人高兴之际，26日，小宇突然出现

呕吐、肚子胀等症状。27日，内江本地医院

检查发现小宇患上肠梗阻，需尽快手术，医

院建议家属将他送到重庆市儿童医院。

“医院的救护车需要2000多元钱，在

外面租车也很贵。” 一家人考虑坐客车前

往重庆，但又担心小宇病情。正在危难之

际，一名好心人

（李平伟 ）

走过来对他们

说：“我送你们去重庆，小孩的病情耽误不

得。”27日晚7时左右， 小宇的外婆钟小兰

和小宇的奶奶带着小宇坐上了好心人的

车，经成渝高速直奔重庆。

“还没上高速，好心人便开始向高速

交警求助，希望他们能帮忙，尽快将小宇

送到重庆的医院。”钟小兰昨日介绍，在高

速公路上，好心人一路超车，驾车的时速

多次达到180公里，最高时近190公里。“他

的车挺好，技术也很好。”

极速狂飚

一小时跑152公里

“他进入重庆后，就与我们取得了联

系。”重庆交通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

队一大队工作人员钟欣介绍， 在接到求

助并得知好心司机的车速较快后， 他们

立即安排巡逻车监控路面， 并在九龙坡

收费站开通专用车道， 保证其到达收费

站后不用马上交费即可驶出高速。“根据

通行卡信息显示， 他从内江到九龙坡收

费站

（注：该段距离约

152

公里）

，只用了1

个小时左右。”

钟欣说，当时，高速公路执法人员还

与重庆市高新区、 渝中区交巡警取得联

系，在好心司机下高速后由高速公路执法

队员和交巡警警车开道，将他们平安护送

至重庆市儿童医院。

“在袁家岗与高速公路执法队及好心

司机会合后，我们便开道护送。”重庆市高

新区交巡警支队陈家坪片区勤务大队副

大队长傅昌华说，袁家岗至儿童医院距离

虽不到10公里，但红绿灯路口较多，在不

堵车的情况下也需要20多分钟。当晚不到

9时，他们便抵达了儿童医院。“我们开道，

只用了10分钟时间。”

紧急救命

婴儿病情已平稳

钟小兰说，一路上，好心人忙着打电

话救助，由于车速很快，他们也不好和好

心人聊天。“遗憾的是， 在医院忙完后，还

没来得及问他姓名， 他就开车返回内江

了。”钟小兰和刘波说，好心人免费送他们

到重庆，但他们却不知道好心人在内江哪

儿，“等小宇回内江了， 我们一定要找到

他，登门道谢。”

重庆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第二病房主

任医师陈贻骥说，经过紧急抢救，目前小

宇病情已相对平稳，主要进行抗炎、禁食

处理。经多方寻找，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

了好心司机，他叫李平伟，是内江一家汽

修厂的老板。“我以前得过肠梗阻， 疼得

很，一个才出生的娃儿疼起来，说不定还

有生命危险。”李平伟说，他是在医院照看

生病的儿子时，无意间听到了医生和小宇

家人的对话，于是决定驾驶自己的奥迪车

护送他们前往重庆。

“当时看到小孩的奶奶和外婆很着

急，我一心只想着将他们尽快送到重庆。”

李平伟说， 他驾车的最高时速达到了190

公里。至于小宇家人希望登门致谢，李平

伟表示不用道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应该的。”

时速190�飙车救病孩

内江至重庆高速路152公里只用了约1小时，两地交警表示免罚

鞭炮引爆窨井

事发：3

小孩在小区内玩鞭炮，

一枚鞭炮被扔进窨井内，两个

井盖被炸了起来 ，

9

岁小孩小

辉被一个井盖掀进窨井内。

时间：

昨日下午

2

时过

地点：

双流乌江路锦江公寓

飙车 救病危婴儿

27日晚， 为护送一名素不相识的病

危婴儿前往重庆就医，内江好心人李平伟

驾车在成渝高速一路狂飙，时速多次达到

180公里，最高时速飙至190公里。

抢救 病情已平稳

近190公里的路程， 驾车时间不到两

个小时，其中152公里高速路只用了1个小

时左右。目前，经过医院紧急抢救，婴儿病

情已经相对平稳。

兵器展落幕

半个月来了25万人

“超速

50%

以上，我最担心的就是遭罚

单。”昨天下午，李平伟在接受采访时仍十

分担心自己的超速行驶。

对此，钟欣和傅昌华表示，好心司机

在重庆境内的超速行驶、警车开道时的闯

红灯，他们将不予追究和处罚，因为好心

司机是为护送病危婴儿，并事先向他们进

行了求助。“我们也不会处罚，他事先给我

们打了电话。” 高速交警成渝三大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救人超速 川渝交警均称免罚

娃娃放鞭炮遭遇不幸，让现场不少人惋惜

相关链接：

成都商报报道， 今年

1

月

28

日下午，

简阳市养马镇一小区窨井内的沼气被鞭

炮引爆，两小孩被炸飞两层楼高，生命垂

危。 事发前，

3

个小孩往窨井盖的小孔内

塞鞭炮。

《十三角关系》1999年首演，由于“移

步换景”的舞台设计以及极具现实意义的

剧情，受到了观众热捧。去年年底该剧重

新排演， 故事仍然对准当代人的情感纠

葛。剧情从一位知名电台女主持人，得知

她的老公和一名财经女强人有外遇开始，

深入探索现代都会男女如何在人与人之

间相互颠覆、互相猜忌、玩弄权谋、变化身

份，寻找爱以及人间真爱的可能。看似简

单的三角关系，因同时掺揉纠葛着两个女

人之间、先生与老婆之间、先生与情妇之

间、亲子之间、三代之间等种种情感，因而

延伸发展出错综复杂的十三角关系。赖声

川曾掐表计算 “纯笑声的时间就有9分

钟”，成为他的作品中最减压的一部。

成演集团联合《成都商报》将选出10

名资深剧迷在2013年1月8日，前往西安提

前观摩《十三角关系》。众所周知，赖声川

的话剧之精髓特点之一就是反复品味，回

味悠长。很多已经购票的剧迷表示，成都

两场演出远远不够，赖声川的话剧就是要

看了又看。作为《十三角关系》的出品方

成都演艺集团联合《成都商报》，将选出

10名资深剧迷提前 “抢看”《十三角关

系》西安站。

（曾灵）

■

《十三角关系》免费“观摩团”征集办法：

电话报名： 拨打报名热线电话：

028-

84456688

，登记姓名、电话等相关信息进行报名

现场报名： 前往水碾河成演集团票

亭，登记姓名、电话等相关信息进行报名

微博报名：关注并

@

成演集团官方微

博，将所购买的《十三角关系》成都站门票

进行照片上传，并以“我要报名《十三角关

系》之免费‘观摩团’”评论转发进行报名

演出时间 ：

2013

年

1

月

18

、

19

日

20:

00

；演出地点：华美紫馨国际剧场；票价：

1280/880/580/380(

售罄

)/180(

售罄

)

元；荣

誉出品： 成都演艺集团； 订票热线：

028-

84456688 /84456111/84459300

； 总 票

房： 成都演艺集团娇子音乐厅售票窗口

028-84456688/84456111

；指定销售 ：立

即 送 票 务

www.LjsPiao.com 028 -

84459300

； 官 方 指 定 战 略 合 作 网 站 ：

WWW.17YU.CN

；刷万事达卡，买十三角

关系门票 “买一赠一”， 详询大麦网热线

400-810-3721

12

月

14

日， 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

小学发生枪击惨案，

28

人倒在了凶手的枪

口下，其中还包括

20

名儿童。此事距离

7

月

份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蝙蝠侠”首

映枪击惨案仅仅过去了几个月， 而在这几

个月内， 蝙蝠侠给娱乐产业带来的阴影和

连锁反应也并未结束， 而外媒更因此发现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那些爱评论时事的

好莱坞动作男星， 似乎从未对此事在公开

场合进行过评论……

■

蝙蝠侠上映时“小丑”四处行凶

当地时间

2012

年

7

月

20

日，美国科罗

拉多州奥罗拉市一个购物中心内 “世纪

16

电影院”正在举行《蝙蝠侠前传

3

：黑暗

骑士崛起》的首映式，零点

30

分左右，一

名蒙面枪手向购物中心影院内正在观看

该片的观众扫射，并投掷了一枚催泪弹，

最终导致

12

人死亡，

58

人受伤。

当地警方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

案发现场并逮捕了犯罪

嫌疑人詹姆斯·霍

尔姆斯， 同时在

他的车中发

现了枪支。让人为之震惊的是，霍尔姆斯在

实施枪击时身着一袭黑衣、防弹背心，头戴

防暴头盔和护目镜，作案当天一早，他把自

己的头发染成了橙色。 据枪击案亲历者回

忆，无论是在作案时还是被逮捕时，霍尔姆

斯看起来都十分冷静， 甚至对着逮捕他的

警员说：“我就是‘小丑’。”

电影院枪击案引起了一连串影视娱乐

界的连锁反应， 著名电影院线公司

AMC

也

发表声明，禁止身穿戏服、头戴面具或者手

持玩具武器的人观影，以免给其他观众造成

不舒服的感觉。而纽约、洛杉矶等数个大城

市警方都表示，会在《蝙蝠侠前传

3

》上映期

间的主要场所加强警力，以免有人效仿枪击

案。该片在墨尔本一家影院上映时，一名年

轻人穿着小丑装扮引起了观众恐慌而被捕。

之后马里兰州又出现一名男子扬言效仿影

院枪击案杀人而被捕，这名男子得知即将失

业，多次给一名同事打去电话，声称自己是

“小丑”，准备拿枪“干掉每一个人”，尤其是

老板，在搜索其住所时，警方发现

20

多把枪

支和数千发子弹，被捕时，疑犯还穿着一件

写有“枪不杀人我杀人”字样的

T

恤。

■

银幕英雄对枪支管理鲜发声

7

月影院枪击案的阴云似乎还未散去，

12

月

14

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桑迪胡克小学

再次发生枪击案，造成

28

人丧生，其中包括

20

名儿童。在此次事件以后，部分美国媒体

报道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除了一些积极调

整放映时间或者替换播放内容的院线和电

视台， 不少好莱坞明星对于枪击案和枪支

管制一事都十分低调， 甚至鲜于听到他们

的意见。而在平时，布拉德·皮特、乔治·克

鲁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阿诺德·施瓦

辛格、布鲁斯·威利斯、丹泽尔·华盛顿这些

银幕英雄都常常对一些公众关心的话题发

表意见， 但在枪支管理的问题上一直保持

着沉默。 范筱苑 编译整理

张艺谋和张伟平这对合作了

16

年的老

搭档分手无疑是

2012

年电影圈的一件大事。

关于“二张”分手的内幕外界传有很多个版

本。但是“分手”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儿，到底

谁对谁错，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二张”

16

年交往的一些故事至今令影

迷津津乐道， 一次张伟平在东京银座看中

一件大衣，结果一看价格

7

万元，张伟平没

有舍得买。张艺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第

二天张艺谋把那件衣服买了回来， 送给了

张伟平。 张伟平也在多次采访中表示与张

艺谋有兄弟情义。 但张伟平万万没有想到

的是， 电影产业链合同和规范的经纪制度

远远比哥们情义更可靠。

2012

年农历“七夕”前一天，张伟平通

过网络媒体正式宣布与张艺谋分道扬镳，

“我现在跟他没啥关系了”。

9

月

4

日，他再次

隔空喊话并通过几大门户网站发出律师

函，宣布收回周冬雨、窦骁、倪妮等

12

名艺

人的管辖权。之后，张伟平多次接受媒体采

访，斥责张艺谋不讲义气，张艺谋一直沉默

不语，他说：“两个人发生变故，你弄得跟大

街上找路过的叔叔大爷说个理儿， 情形太

不堪，也太没有尊严。”但“分手”毕竟是两

个人的事儿， 分手原因也只有两位当事人

最清楚。

与张伟平分手后，张艺谋轻松不少，在

过去的一年他没有新片却也拿奖不断，从

印度孟买电影节到开罗国际电影节再到马

拉喀什国际电影节，老谋子可谓风光无限。

张艺谋荣获印度孟买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后

接受采访时，委婉提及“二张”分手一事，聪

明的老谋子没有提一句张伟平， 但字里行

间都透露出他对老搭档的“不满”：“我不讨

厌商业电影，但害怕被商业裹挟”、“《三枪》

是迄今最不满意的作品”、“投资方不玩硬

的，软磨硬泡更愁人”。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曾到北京回访张伟

平，新画面公司十分冷清，无论是员工还是

副总都处于休假状态。之前，张伟平就对成

都商报记者表示与张艺谋“分手”后，新画面

还会坚持拍电影， 在

2013

年会有大动作。而

张艺谋方面，一直在低调筹备新片，即将于

2013

年开拍的新片将回归张艺谋早期的淳

朴风格：小成本，更注重情感的表达。

对于

12

位艺人的经纪管理权是否已经

收回， 新画面副总秦立新接受成都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还在走法律程序， 如果有

了结果，张伟平会对外公布。”艺人纠纷尚

未落幕，“二张”分手系列事件，在新的一年

也许会有结果。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啊

《十三角关系》爆笑登场

赖声川2013贺岁巨献“疯癫喜剧”

《暗恋桃花源》《宝岛一

村》《那一夜， 女人说相声》

……赖声川的话剧经典，每次

在成都上演都能引起轰动。明

年1月18、19日， 赖声川的经

典之作《十三角关系》将在成

都艺术中心上演。这部由女星

谢娜主演，被赖声川自己称为

“疯癫喜剧”的作品，自从首

演以来便受到各地观众热捧，

也令成都剧迷充满期待。他表

示不同于 《宝岛一村》 的沉

重，这次《十三角关系》将让

成都观众一次笑个够。

“小丑”肆虐 银幕英雄保持沉默

呀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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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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蝠

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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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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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捌

“二张分手” 各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周春芽《红石》系列作品

将首次向社会公开展示

成都商报讯 （记者 范筱苑）

2013年的

第一天下午2点，“‘收藏天下2013当代艺

术精品展’ 暨 《中西音乐文化论坛新年

会》”将在文轩美术馆艺术会所拉开帷幕，

此次文轩美术馆汇同相关机构提供的典藏

品包括了方力钧、周春芽、罗中立、何多苓、

王广义、叶永青、徐冰、曾梵志、俸正杰、刘

虹、 钟飙等50余位著名当代艺术家的重要

作品， 其中不乏价值上千万元的经典作品

及众多的当代艺术新品力作， 其中曾梵志

的《风景》，方力钧《2011-2012》代表性作

品，周春芽的著名《红石》系列、《绿狗》系

列及精美的花卉作品等， 将首次向社会公

开展示亮相。

此外，“穹顶下的中国风”中西音乐文

化论坛新年会艺术派对, 将特邀中国著名

作曲家、 顶尖新生代音乐人马久越担任音

乐总监， 和获得格莱美音乐大奖的美国女

子蓝草音乐家演出精彩节目。

年

了

张

艺

谋

张

伟

平

分

手

16

一名9岁小孩被顽皮夺去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