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EC欢迎晚宴昨晚举行的烟花燃放

活动，鸟巢、玲珑塔、瞭望塔三大“地标”建

筑上空，绽放烟花胜景。

发射药物缩减70%以上

传统焰火燃放对空气质量的干扰，主

要在于发射药物燃放后形成的烟雾和释放

出的有害气体。 熊猫烟花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一位负责人说，“经过反复调试， 我们最

终以高科技纳米技术，研发出了集微烟发射

药和无硫开爆药于一体的创新型烟火药，这

种创新型烟火药一方面很安全，没有以往的

无硫开爆药易炸筒等缺点，而且可以有效减

少70%以上发射药物的使用，由此就大大降

低了烟雾和有害气体，提高了焰火燃放的环

保标准”。

发射高度严控误差在5%

� � APEC焰火燃放要求用焰火造型展现

晚会篇章主题，烟花燃放也要与音乐配合。

一个要点就是烟花产品的发射高度， 误差

不能超过5%， 另一个要点就是发射高度与

扩散直径的比例，大于10:1。

电脑3D技术模拟

“四季花开的焰火燃放创意，不仅要

求用焰火打造出能代表四季的八种花卉经

典造型，展现出花瓣、花蕊的不同色彩，还

要利用焰火的色彩变化、造型变化”。

据介绍， 熊猫烟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反复测试可视化模拟编排软件，

通过支架式样的3D制图分析燃放装置的

合理性与美观性，历经数百次试验，终于完

美呈现出美轮美奂的四季花卉。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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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采访APEC欢迎晚宴上表演变脸的川剧演员毛庭齐、杨韬，讲述幕后故事

变脸登台晚宴 仅彩排十天

昨天， 成都商报记者也联系上毛庭齐，

他表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参与表演的演

员都非常谦虚和敬业，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就

像以前在上海世博会参加演出时候的情形一

样，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和民族，每一点都

必须把握好。参加演出的演员没有一点怨言，

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 可以用一丝不苟来

形容。 我们每天八点钟进入水立方会场的时

候，都要经过三道关卡，通过安保人员的确认

才能进入，整个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周密。”

毛庭齐透露，最初刚到节目剧组里有一个

磨合的过程，“磨合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是

临时加的，很紧急，所以我们也尽最大的努力

将它熟练起来。 当时是觉得这个节目有点单

一， 所以决定加上我们的这个部分来丰富一

下。我们向剧组和导演介绍我们的特点，因为

这一点我们最清楚，交流好以后才比较有利于

节目的演出。”在《梨园春》剧组里的各位演员

都是来自各个剧团的重量级人物，有一些是获

得了梅花奖，”我们留下联系方式，也做了很多

交谈， 我觉得这次去演出是一次非常好的学

习经验，各位艺术家也增进了交流。整个排练

的过程中，我们都在不断的斟酌和修改，怎样

把演出做到最好，比如节奏的快慢、走位。”这

次演出，也让毛庭齐收获很多。

作为川剧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毛庭齐也

说起自己的从艺经历，他说：“我最初走上艺

术的道路是因为不想下乡， 于是去报考了剧

团，1972年，我才十四岁。那时候我对未来或

者理想是没有太多观念的， 是到后来才慢慢

爱上了川剧， 一唱唱了四十多年。” 除了演

出，毛庭齐也在为保护变脸艺术而努力，“川

剧变脸艺术的现状，说实话已经有些泛滥了，

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 到处都在表演川剧变

脸。 但我希望我们还是可以把最精粹的部分

保留下来，宁缺毋滥，不要因此而降低了它的

质量，导致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我们也一直在

做这方面的努力。”毛庭齐直言。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杨艳琪

烟花造型

3D技术模拟

� � � � � 2014APEC欢迎晚宴上，《姹紫嫣红·梨园春》节目中，一组川剧变脸赢

得一片喝彩。

�这组川剧变脸表演演员毛庭齐、杨韬等都来自四川省川剧院。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这两位川剧演员，他们讲述了其中幕后故事。

晚 \ 宴 \ 揭 \ 秘

在欢迎晚宴上， 一组川剧变脸

赢得喝彩，表演演员毛庭齐、杨韬等

都来自四川省川剧院。他们说，“这

一次表演时间非常紧， 我们10月30

日接到北京通知， 第二天就直接拖

着行李箱驻扎到了水立方， 连回酒

店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

本次会议中的中式服装名为

“新中装”。该服装设计主创楚艳提

到， 领导人们都会提供个人的服装

尺寸，但该尺寸仅作参考，团队还会

通过研究大量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

去体会。比如，奥巴马就提供一个非

常详细的，甚至曾提供过两份尺寸；

而朴槿惠的服装， 则是唯一一套不

是由北京团队来制作的， 是她自己

选择了设计方案后，在韩国制作。

北京APEC焰火燃放要求用焰

火造型展现晚会篇章主题， 烟花燃

放也要与音乐配合。 一个要点就是

烟花产品的发射高度， 误差不能超

过5%，另一个要点就是发射高度与

扩散直径的比例，大于10:1，焰火燃

放还采用了高科技的电脑3D建模

技术，“确保发射装置支架的制作

精确性”。

服 \ 装 \ 揭 \ 秘

烟 \ 花 \ 揭 \ 秘

高科技

昨天，杨韬已经回到成都，他难掩内心的

激动，他表示：“演出很成功，我很兴奋，其实

我们时间非常紧，10月30号接到通知，11月1

号就赶紧过去准备APEC的演出，到了北京，

就直接拖着行李箱驻扎到了水立方，连回酒

店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准备肯定没有

他们已经在那里排练了一个多月了的演员充

分，不过这十多秒的出场还是很成功的。”

《梨园春》这个节目融合了很多内容，有

京剧、昆曲，当然也有川剧，川剧的变脸表演

赢得现场嘉宾的阵阵掌声，“我们在排练的

时候都一直不能确定这一段会不会上，需要

一审二审，很有可能中途就决定不要这一段

了。”变脸能不能最终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刚

开始杨韬心里也没底。

杨韬直言， 他接触川剧是因为父母以前就

是川剧院的，从小耳濡目染也就慢慢喜欢上了，

“他们对于我能够学川剧并且热爱它， 也感到

很欣慰和骄傲。练习川剧也是很苦的，我已经

练了十多年， 从学校毕业以后也一直从事这

个工作，但一直非常热爱，没有想到过放弃。”

“排练的时候都一直不能确定会不会上”

进入“水立方” 要经过三道关卡

《姹紫嫣红·梨

园春》节目中，川剧

变脸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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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克友 成都商报评论员

别妖魔化“娘们” 也别妖魔化“双十一”

□

徐琼 成都

地震科学家的劫难

与科学的胜利

□

曾茜 成都

家长们切勿被“公平”错觉欺骗

□

李迎春 成都

虚假炒作显露商业文明内在危机

“双十一购物节”疯狂来袭，无数网

民高喊着“买买买”，仅仅用了

13

小时

31

分，天猫就突破去年全天

362

亿元的世界

最大购物日成交记录。与此同时，无数男

同胞紧捂着钱包呼号， 在网络上掀起声

讨“败家娘们”的热潮，

11

月

11

日被称为

“防败家娘们日”，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也被恶搞为“败家娘们创始人”。

在男女平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今

天， 家庭主妇们仅仅因为在某个日子多

购了几件商品， 就成了很多人口诛笔伐

的“败家娘们”，这实际上是对女同胞的

妖魔化表达，也是一种性别歧视。

为什么是“败家娘们”，而不是“败家

爷们”呢？据说女人天生就喜欢购物，是

网购主力军。这是天大的误会。

2008

年至

2013

年的中国网络购物调查研究报告显

示，网购用户中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其

人均消费金额也高于女性， 而且金额等

级越高，男性比例越高。这说明，男同胞

出手更加阔绰，女同胞反而要精打细算。

为什么在“双十一”这天，女同胞们废

寝忘食、枕戈待旦？不就是看着折扣眼热心

跳，只为省个三五斗么？虽然买得多了些，

但都列在家庭开支账单上。本质上，这反映

的是男女性别的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不

同，女同胞要更多地为衣食油盐操心，所以

会在“双十一”表现得更加积极，但没想到

这居然成了罪过，真是比窦娥还冤。

女同胞被妖魔化其实是醉翁之意不

在酒。对“败家娘们”的不满，在很大程度

上是出于对“双十一”的愤怒。“双十一”

只是一个日期，愤怒需要找到一个出口，

于是“败家娘们”就成了鲜活的靶子，就

如同古时候要把亡国责任推给 “红颜祸

水”。问题在于，对“双十一”的很多愤怒，

也是妖魔化的结果，站不住脚。

对“双十一”常见的批评是非理性消

费，即认为很多商家在这一天集体忽悠，

未必货真价实。 这种对电商不信任可以

理解。的确，信息不对称总是存在，消费

者也可能上当受骗。但不得不承认，比起

很多传统购物模式， 电商平台的信息要

透明得多，评价监督机制要完善得多，问

题发生的比例未必更高。事实上，每个消

费者都是理性的。在“双十一”这天看起

来有很多问题涌现， 不过是因为消费总

量大而出现群体不理性的假象而已。

正因为消费的井喷，而引来了对“双

十一” 掏空其他时段消费需求的责难。电

商平台何尝不需要其他时段的消费来细

水长流呢，但这就是一种市场行为，拼人

气、攒商机，市场也自然会调节，无需杞人

忧天。另一种责难，是“双十一”给相关产

业链如物流带来挑战和麻烦，但“双十一”

同样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机遇和提升。还有

一种责难，强调“双十一”是电商的胜利，

是消费主义的狂欢，加深了上游产业链如

传统制造业空心化危机。这就有点“欲加

之罪”的味道了，难道互联网和电子商务

不发展，传统制造业才更有希望？

美国《大西洋 》月刊

11

月

8

日刊登

文章， 讲述了一名美国女孩在中国小

城冒充“选美皇后”的日子。这名女孩

在美国原本连工作都找不到， 却在中

国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小姐”，这样的

现象不止发生在她一人身上。 大多数

模特都来自东欧或拉美， 她们的基本

信息都是虚构的，包括国籍、姓名及个

人经历故事。 来自巴西的安娜变成来

自智利的“安娜贝拉”，来自多伦多的

模特劳拉称自己“曾经当过巴西小姐、

波兰小姐、美国小姐，却从未当过加拿

大小姐”。这些活动通常由房地产开发

商、地方旅游部门或电视台出资，用于

地方宣传和标榜。

最近几年，选美热在各地兴起，国

际小姐们到处走秀，人们也司空见惯，

看个热闹， 根本就没质疑过外国小姐

是否货真价实。这次，媒体曝出幕后真

相，很多所谓国际大赛都是东拼西凑、

张冠李戴的地方炒作， 人们多少还是

有些惊诧。当真假不再重要，人们只顾

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时， 社会其实已

陷入了很深的内在危机。

对选美等各种炒作，社会上有不少

反对与反思的声音，大部分都是针对炒

作本身的批评。实际上，炒作只是现象，

针对现象的批判本质上意义不大。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曾在其书中说，技

术、工业、商业，这些都是文明的表面，

文明是由真诚、正直、勇敢等精神内核

支撑的， 如果表面没有精神内核的支

撑，社会将很快陷入混乱。他同时警告，

即便一个社会群体仅仅只有几代人放

松了高层次的精神训练，也会很快带来

可怕的后果，因为社会高层次的职位将

很少有有能力的人来承担。

很难否认，我们生活在商业催生的

浮华社会， 并笼统地称之为商业文明。

事实上，浮华不过是表面，眼球经济、各

种炒作，也都不过是所谓商业文明的表

面。如果这个表面已离谱到缺乏基本的

真实时，那么支撑这一文明的精神内核

可以说已然坍塌。 按照黑塞的说法，这

种表面的繁荣，最终将走向混乱。

有人说，功利主导的社会里，人们

已厌倦和没兴趣谈精神、谈意义，谈所

谓真善美的价值，而更热衷于炒作，因

为它能实现利益和自我满足。 对一些

人也许是这样，在一次次炒作中，他们

博得了关注， 赢得了虚名， 赚取了金

钱； 而围观者并不一定会去关心是真

是假。 人们在炒作狂欢中几乎主动放

弃了认真反思的机会。

对这种游戏， 置身其中的人也许

浑然不觉有什么不对，但抽身事外，仔

细想想，这类炒作的确滑稽得很。当人

们在玩一个虚假的游戏却不觉得滑稽

时， 说明他们所在社会的精神出了问

题。只有看清了这一真相，我们才能做

出对的选择。 国际选美皇后之类的把

戏之所以反复上演， 不在于我们文化

不自信，也不缘于崇洋媚外，而是因为

我们很多人放弃了独立思考和观察。

武汉的学生家长被自己的感觉欺

骗了：因为“学校组织孩子春游，国际班

十几个学生在会所里吃自助餐打高尔

夫，优质班学生却在草地上啃干粮逛博

物馆”。于是，啃干粮孩子的父母们不好

受了 ， “同校同年级差别凭什么这么

大”，“学校做这种区别对待会对学生造

成伤害”，他们用这样的义正言辞，向学

校发出了“天经地义”的质询。

这样的质询总是由表面花钱比较

少的一方发出， 理由当然是争取 “平

等”，似乎理所当然。而吃自助餐孩子的

父母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担忧吗，因为学

校的做法对他们的孩子也未必“公平”。

谁能说有钱人的家庭就没有烦恼呢？

能富过三代的有钱人，都执著于将

孩子送到与所有人同一起跑线上参加

平等竞争， 以锻炼其足堪重任的能力。

这说明，真正能够决定孩子未来命运的

起点，其实是公平的。家长们现在感受

到的不公平，很多恰恰是父母这一代本

身的差异所带来的落差。个别父母如此

执著于孩子受到的不同待遇，其实多数

源于对自我现状不满的心理映射，但却

要向外寻找发泄口：比如有钱人，比如

趋炎附势的学校。

家长们甚至都不在意孩子的真实

感受，才会在质疑时一语道破天机，“就

算孩子心理没落差，我们作为家长的心

里都不好受。”多数人都春游过，每个家

长装在孩子背包里的干粮和零花钱永

远高低不一、多寡有别，但这些永远无

法避免的差异，几乎不会影响孩子们一

起疯玩的快乐，而家长们却容易用自己

的感受去感受孩子。这几乎成为中国家

长的一种通病，并被他们无所不能地覆

盖到孩子生活教育的方方面面。

这种错觉，既会让家长们错失对孩

子的理解和尊重，还可能给孩子带去一

些不必要的困扰甚至贻误终身的误导。

当然，并不是说学校的安排完全没有问

题。 学校也避免不了社会观念的浸染：

提供的机会选择是否公平，不同培养是

否是因材施教，是否存在“献媚权势”的

动机……这些都值得教育者深思 ：起

码，我们的教育者不能有靠“吃自助餐

打高尔夫” 就能培养出精英的错误认

识。至于那些难受的家长，更要分清教

育关注的重点是孩子，不是自己。至少，

不能将“在草地上啃干粮逛博物馆就是

歧视待遇”的局限认知传递给孩子。

现代社会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

念带入人心，但也带来了“平等”的泛化

和滥用。即便是站在一个完全平等的竞

争环境里，最终结果也会使具备不同能

力和爱好的人形成经济收入和职业分

类的差异，这些表象上的差异，实质上

却是“平等”的。我们要为下一代争取一

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却不应让这些表

象上的差异成为他们心理上的负担。

全世界的科学家尤其是地震学家

都松了口气。

11

月

10

日，意大利拉奎拉

上诉法院作出判决， 宣布因地震风波

在初审法院被判刑的危险评估委员会

成员无罪。自

2009

年拉奎拉地震以来，

6

名地震专家身陷舆论与司法漩涡 ，

2012

年被因过失杀人罪被判入狱

6

年。

6

名地震专家终可摘下 “杀人犯”

罪名， 一场对科学家的审判终于回归

到科学理性上来。 尽管因地震失去亲

人的拉奎拉居民在上诉法院门前集会

抗议，高喊“无耻”，但在法律的隔离与

支持下，科学家终于不再负罪。

地震恐怕是神通广大的人类面对

的终极难题之一。事前难以预测，事后

灾难深重。科学家不应该被要求为地震

的灾难性后果负责。

2009

年

4

月

6

日，意

大利小镇拉奎拉

6.3

级地震，

309

人遇难。

而此前，当地曾发生多起小震造成民众

恐慌，意大利政府组成危险评估委员会

预测大震风险，

6

名专家作出“肤浅而模

糊”的评估，令当局发出安全通告。而悲

剧的是，大震就在几天后降临。

检方坚称，问罪科学家与“是否预

测地震”没有关系，但又斥其令民众失

去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 感到了科学

的背叛。既然地震无法预测，谁有权利

以及勇气告诉人们，到底什么是“正确

决定”？指责“科学的背叛”，透着“科学

万能”的迷信。灾难一直是人类难以承

受之重。面对天灾，人们越是无助，越

容易迁怒。 面对死神或者不可测的命

运，人的愤怒和震惊必须找到出口，于

是总有一些对象不幸沦为靶子。 比如

地震后的科学家， 比如病人死亡后的

医生。

正如有医生说， 在医生面前动辄

下跪求救的， 以及抢救无效后殴打伤

害医生的， 往往是同一类人———他们

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他们

看来， 医生若不能救死， 还叫什么医

生？ 科学家若不能拯救生民于灾难之

前，研究地震有什么用？

科学家存在的意义， 不是宣示人

类的能力，恰恰是为改善人类的不能。

意大利的审判带给

6

名科学家长达

5

年

的劫难，但好在，科学和科学精神最终

获胜。

秘

热 话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