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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议会
批准延长全国紧急状态30天

记者20日从马尔代夫总统办公室获悉，经总统
亚明申请，马尔代夫议会当天晚间召开特别会议，批
准将全国紧急状态延长30天。

当天，马议会全部85名议员中的40人出席了特
别会议，其中38人投票同意延长全国紧急状态。

议长阿卜杜拉·马西在特别会议开始前表示，根
据宪法，由于目前仍处于全国紧急状态，因此本次特
别会议对议员出席人数没有特定要求。

马最高法院本月初作出裁决，要求政府释放反对
派领导人。亚明18日以该裁决目前仍对国家安全造
成威胁为由，向议会申请将全国紧急状态延长30天。

马议会18日已经就延长紧急状态一事举行特别
会议，但反对党议员拒绝出席。因此，议会决定先令其
下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考量是否需要延长全国紧急
状态。国家安全委员会18日同意延长全国紧急状态
后，议会20日进行最终投票。 （新华社）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20日说，平昌冬奥会
期间朝鲜代表团取消了与美方的会谈。

诺尔特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率美国代表团出席
平昌冬奥会期间，美朝代表团简短会面的可能性一度
出现。彭斯当时准备借此机会向朝方阐明朝方放弃核
导研发项目的必要性，但朝方最后一刻决定取消与美
方的会谈。

《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彭斯办公室的消息说，彭
斯原定于2月10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
副部长金与正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
长金永南，但朝方在会谈前不到两小时决定取消与美
方的会谈。

“我们对朝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感到遗憾，”诺尔
特说，美方将继续在经济、外交上加强对朝方施压，直
到朝方同意就实现半岛无核化进行“可信的”对话。

朝鲜目前对“朝鲜代表团最后一刻取消了与美方
的会谈”的美方说法尚无表态。 （新华社）

连续多日天气晴好，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成为
春节出游的人气热点。据统计，大庙会春节大假共接
待67.7万人，较去年同期61.2万人上升10.6%。2018武
侯祠成都大庙会的各项活动持续至3月4日。

专题展览 文化新年
逛庙会，看展览，在传统庙会上开启一场文化之

旅，成为今年武侯祠成都大庙会的最佳打开方式。成
都武侯祠博物馆以“瑞犬迎春至、年画寓佳节、书画庆
新年、春色庆吉年”为主题，推出四大展览：“低徊入衣
裾——狗与汉晋生活特展”“新春绵竹年画展”“明园
雅集——戊戌新春当代中国画邀请展”和“成都武侯
祠的第25届海棠迎春展”。让逛庙会的观众度过一个
精彩的文化新年。

游喜神方 人气最旺
戊戌新春伊始，市民纷纷出南门，拜谒武侯祠，游喜

神方。人们祈福纳祥，赏花灯，看展览，观演出，品小吃，
到处喜气洋洋。乖萌可爱的小喜神们，在喜神小屋和园
区内为大家表演节目，盖印章，送福贴，为大家送去欢笑
和福气的同时，也成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的小明星。

花海报春 繁花似锦
今年的成都大庙会，天气晴好，春意盎然。武侯祠

博物馆第25届迎春海棠展，花姿绽放，正在展出。4万
余盆精品花卉：郁金香、仙客来、报春花、蝴蝶兰、大花
樱草……遍布园区各处，让人目不暇接。花海、花灯、
花香……让逛大庙会的观众不仅感受到节日的灿烂
热烈，也感受到春日的温暖和春天的气息。

专家鉴宝 即将登场
备受广大市民和收藏爱好者关注的大庙会专家鉴

宝活动将在大年初八再次拉开帷幕。本次鉴宝，再次邀
请到川内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四川省文物鉴定专家组
成员苏欣、李天勇、甘晓、袁愈高、唐俐等老师，连续三
天，为收藏爱好者带来的“宝贝”现场听诊，并与大家分
享收藏知识。参加活动的观众可于活动时间当天上午，
到西区谜语长廊工作人员处提前领取鉴宝号牌。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鉴宝时间：2月23日~25日（正月初八至初十）

14:00~16:00
鉴宝地点：成都武侯祠文物区文创中心内香叶轩

茶园

“新年花开，恭喜发财。天地交泰，亮
出花鞋。”除夕夜，央视春晚舞台上这 4
分钟的舞蹈《亮花鞋》成为唯一的民俗节
目，也是唯一一个四川风情的节目，也收
获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亮花鞋》一开场，
呈现在眼前的是幕布下一双女孩绣花鞋
的特写。紧接着，头扎羊角辫的姑娘们微
微探出头，轻移莲步，双脚时而紧紧合住
呈一条直线，时而又像扇子一样打开，踢
腿收腿间营造出足浪翻滚的视觉效果，
把绣花鞋、亮花鞋、赛花鞋、追花鞋等千
年古老民俗，生动地展示在舞台上。

据悉，《亮花鞋》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阆中老观镇的民间传统节目。每年正月初
一、二月初二，在老观镇的“女人场”“娘娘
会”上，女人们围坐在一起亮花鞋，看看谁
的鞋子做得漂亮，比一比谁的女红做得精
细，然后大家载歌载舞，期盼风调雨顺，安
康幸福。年轻姑娘们还会以亮花鞋为媒，
吸引情郎们的目光。此前，这一春节民俗
节目已被搬上舞台进行表演，并多次亮相
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

阆中市文化馆创作室主任张朝明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两个月前，央视春晚
导演组就看中了《亮花鞋》这个节目，并
由阆中文化馆派员前往北京进行了两个
多月的排练。除了舞蹈外，音乐还融合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北灯戏的元素，包括
念白和唱词，展示出极具感染力的四川
地方特色。让人惊奇的是，120多人的演
出团队除了妙龄少女，还有几十位男演
员手穿绣花鞋，模仿女生脚上的动作。男
演员通过观察女生脚上动作的一些细
节，包括韵律，都会用手去进行模仿。

20日晚，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3000米接力A组决赛上演戏剧性一幕，
第二个冲过终点的中国队被判犯规，成
绩被取消。赛后，国际滑联并未第一时
间给出官方判罚依据，不少业内人士表
示不解，观众更是一头雾水。

国际滑冰联合会21日公布了平昌
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3000 米接力 A 组
决赛中国队和加拿大队被判犯规的现
场照片说明。据记者了解，这种公布判
罚依据的做法并不常见。

中国队主教练李琰当晚赛后先去
与当场裁判进行了交流，后来又到技术
台与相关官员做了沟通，之后她表示，
裁判判的是中国队最后一个交接棒时
范可新横切碰撞犯规。

国际滑联声明：
中国运动员大幅从外道变向内道

国际滑联 21 日在其
官网上公布了判罚的现场
照片说明。声明说：“在中
国队最后一棒交接时，正
在比赛的中国运动员（范
可新）大幅从外道变向内
道，阻挡了正在比赛的韩
国运动员（崔敏静）。”

20日的A组决赛中，
加拿大队也因犯规被取
消比赛成绩。国际滑联21

日一并公布了判罚加拿大队犯规的现
场照片说明。“接力比赛规则规定，接力
队伍中的所有队员都可能被判犯规。在
加拿大队的案例中，一名在场上的非正
在比赛选手横切并阻挡了（中韩两队）
在终点线的滑行。”

国际滑联说：“（对于中国队和加拿大
队被判犯规的事件）不会再作出评论。”

20日的比赛中发生了多次运动员身
体接触，其中韩国队有一名队员完成交棒
后摔倒，绊到加拿大队的队员，造成其最
终摔倒。比赛结束后现场大屏幕也唯独反
复播放这一画面，但最终裁判没有对此作
出判罚。李琰说：“我并没有说我们没有任
何问题，但是我觉得裁判在同一场比赛的
判罚尺度应该一致、有连续性。”

因时效问题
中国短道队的申诉被驳回

中国滑冰协会当晚正式致函国际滑
联，就判罚一致性问题向国际滑联技术
委员会提出申诉。国际滑联21日致信李
琰驳回申诉，理由是该申诉没有在比赛
结束30分钟内提交。而20日晚赛后李琰
接受采访时曾说，由于裁判们还在开会，
所以申诉材料一时还没有递交上去。而
当时距离比赛结束早已超过30分钟。

对于上述韩国队与加拿大队的身体
接触，新华社记者在国际滑联网站上查
阅了短道速滑规则中有关犯规的规定，

发现没有对类似情况作出明确界定。
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专家证实，针对

韩国队摔倒后影响后面比赛的情况，目
前国际滑联的规则没有明文规定属于
犯规。如果预赛或半决赛出现这种情
况，被影响的队伍可以晋级下一轮，决
赛中就属于“不走运”了。 （据新华社）

■■专家说法专家说法

高科技手段很难介入裁判工作
据了解，目前短道速滑的比赛中有8

个裁判、6个直播机位，但这么多人力物力
仍然无法让最终的判罚更加准确公正。

华南师大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镇
表示，高科技手段实际上很难介入裁判工
作。“现在已有6台高速摄像机监控比赛，
但事实上，运动员前后左右都有犯规的可
能和嫌疑，靠一台摄像机在一个节点上监
控多名运动员是难以有作为的。与排球、
网球的鹰眼不同，短道速滑不可能中断比
赛，对裁判的判罚做出及时的判断。摄像
监控设备越多，比赛后回看的时间就越
长，空场纠偏尴尬的程度也就越高，竞赛
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多台监控设备还会
产生副作用，它反而使个别裁判员的故意
误判、反判容易找到借口。当裁判眼中看
到的东西与电视转播的焦点，与现场观众
的观察点总是有差别时，比赛的可信度，
裁判的可靠度必定会遭到质疑。”

成都商报记者 张涵

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人气旺 年味浓
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央视春晚播出了那么多天，但网上依
然有很多人在讨论，我们导演组也很开心。
其实我也一直在看网络，也挺爱看网友的
吐槽，一些有趣的评价也是对自己的激励
吧！说实话，大家关注的点真跟我们想的不
太一样，但有些也在预想当中。我看到网友
对《最好的舞台》反响非常好，节目是由黄
渤、陈伟霆、张艺兴三位演员共同完成的。
其实，设计时就希望它能成为春晚舞台上
的一个亮点。

黄渤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也是
一个敬业的导演。节目创作中，他倾注了很
多心血，我们一起开会，从最初的词曲、舞台
呈现、舞蹈动作的设计……他都全程参与。
同时，陈伟霆和张艺兴也非常配合。我看到
网上的评论，都说“哇，黄渤哥好帅，跳舞也跳
得这么好！”其实大家不知道他付出了很多
努力，不仅每天练，每一个点的设计、每个动
作姿势都会想很多。

我们也很意外王菲手套的走红。网上

很多人讨论，这个点真的特别出乎意料。
很多人都在问王菲和那英合作的幕后，这
可能就是春晚情怀而产生的创意吧！她们
第一次合作登台是 1998 年，那一年我刚
进中央电视台，那首《相约98》给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今年布局春晚歌舞节目时，我
们希望歌舞一定是演员和节目能够很好
地契合。我想到两人合作的《相约98》，如
果时隔二十年后，两位女歌手再次登台合
作，绝对很有关注度。

导演组和两位歌手沟通后，两人也很
兴奋，就这样一拍即合。刚开始时，其实我
们有好几版词，之后一直在磨合。最后王菲
和那英在沟通的过程中，突然有了这样的
一个点，磨合出了这首歌的歌词。大家听这
首歌也应该非常感动，我第一次听小样时
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两个人将这个作品
诠释得非常好。这首歌也表达了不管时间
怎么流逝，岁月沉淀下来的都是非常美好
的记忆。

综合

美国：
朝鲜代表团在平昌取消与美方会谈

撮合王菲那英20年后春晚再合作，没想到手套走红了
◎夏雨（2018央视春晚歌舞类节目导演）专栏

“这个节目也是一波三折，差一点
儿就无缘春晚的舞台了。”2018央视
春晚歌舞类节目导演夏雨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今年歌舞节目整体核心就是
创新，作为一个民俗节目，如何以创新
的形态呈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今
年考虑了很多空间的设计，希望能打
破这种传统平面表演，能更多地利用
这种空间形态，立体的呈现。当时在设
计这个舞蹈的时候，就想到了用一个
大型的道具，即大家看到的这个楼。不
过道具的制作和呈现还是蛮困难，创
作过程中有几次差一点就放弃了。”

在夏雨看来，春晚舞台上，民俗类
的歌舞节目一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
头，一方面是以前类似《俏夕阳》《俏花
旦》等节目给观众很深的印象，要想超
越很有难度；另一方面，适合改编成舞
蹈的民俗节目不多。夏雨回忆，从去年
开始导演组就在全国寻找民俗类的歌
舞节目，作为一个课题进行专项的讨
论、研究，经过了大量节目的考察筛选
后终于选中了《亮花鞋》。

《亮花鞋》的背后，2018央视春晚舞
蹈总监邢时苗功不可没，因为整个的筛
选、考察及最后的创意设计都是邢时苗
带领团队完成。邢时苗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今年春晚的舞蹈要求求新求变，“怎
么新？我让舞蹈飞起来！舞蹈一般都是
流动，我不让它流，我让它坐着跳，我让
它两层楼跳，上半身在上面，二层；下半
身在底下，一层。然后你发现，在一个小
空间里有无数只脚，这就是叫绝！”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两个月前选中
赴京排练

■■获得青睐获得青睐//

因道具原因
差一点放弃

■■节目背后节目背后//

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
中国队被判犯规引争议
因时效问题中国短道队的申诉被驳回

2月20日，中国队选手在比赛后 新华社发

差点无缘春晚
一双绣花鞋缓缓而来，头扎羊角辫的姑娘们微微探出头，轻移莲步，双脚时而

紧紧合住呈一条直线，时而又像扇子一样打开……2018央视春晚上，展现四川阆
中千年民俗的舞蹈《亮花鞋》以独特的风情和古韵尽显了姑娘足尖上的风采。

阆中的民俗节目如何走上春晚？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独家采访了2018央视
春晚歌舞类节目导演夏雨、舞蹈总监邢时苗，揭秘这档四川味儿浓郁的节目如何
从全国民俗节目中脱颖而出走上春晚。

阆中民俗节目《亮花鞋》亮相春晚获赞
成都商报专访春晚导演组揭秘幕后

一波三折

编导和《亮花鞋》的演员们合影 图据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