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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 带你进入未曾见识的世界

WEEKEND

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北部，接近荷
兰、比利时交界处的边境小镇卡尔卡尔，有一
座名为SNR-300的核电站，它的改造重生转
型非常成功，遗憾的是，这对德国的其他核电
站来说，没有参考意义。

SNR-300核电站始建于1972年，本预计
建造成为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核反应堆。但由于
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这一项目被迫停止建设
超过了 10 年之久。迫于政治原因和经费问题
的阻碍，该项目于 1991 年被正式放弃——该
核电站从未真正投入使用过。

1995年，废弃的SNR-300核电站被拍卖，
荷兰投资商亨尼·范德莫斯特仅花费250万欧
元就获得了其所有权。由于该核电站从未运
营，因此它非常安全，不存在辐射问题，于是范
德莫斯特在保留了一些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将
核电站大胆改造成了一个主题乐园，取名“卡
尔卡尔奇境乐园”。

卡尔卡尔奇境乐园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
（相当于80个足球场的大小），游乐设施繁多，
连接设备与电源的电线总长度可绕地球两圈。
主题乐园内尽是花草和水池，还有一栋有450
间房间的酒店、多家餐馆和酒吧。游乐设施包
括一座保龄球场、迷你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沙
滩排球场、户外赛车中心和40余种游乐项目：
云霄飞车、跳跃之星、柯尔尼船、旋转木马、摩
天轮等游乐设施一应俱全。不过，要说这个主
题乐园里最吸引人的，一定是建在地标性建筑
——原核电站冷却塔里的旋转秋千了。

这座冷却塔高约 40 米，内部设置了高达
58米的高空秋千（外带跳楼机），垂直升降旋转
的秋千缓缓升高，360度旋转摆动，大胆的朋友
可以睁开眼睛，你将看到小镇就在眼下。冷却
塔的外部被艺术家让-马利·皮埃尔特画上了
连绵起伏的雪山壁画。这座“雪山”还是一面适
合9-16岁青少年攀登的攀登墙。

设计师们费尽心思将游乐场的经典项目
和核电站设施结合起来，令人耳目一新，游戏
危险程度按孩子身高区分，和迪士尼等著名主
题乐园相比，这里游人不算多，大大节省了排
队时间，一天里把所有设施玩上一遍时间还是
很充裕的。因为没有辐射，人们可以放心的游
玩。这座充满不可思议的主题游乐场，也因此
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公园的管理者说：“每年公
园大约要接待60万游客。”

除此以外，乐园里还保留了一处核电站博
物馆，展示SNR-300核电站的历史资料和物
件，大大满足人们对核电站的好奇心。不过，现
在是冬天闭园，要等到 3 月 30 日才会重新开
门。 （钟何）

这个核电站改造的游乐场
就说你敢不敢去玩吧

游乐场向来是人们身心放松、尽情娱乐的好去处。人们总希望能在其中获得刺激的体验，
光是打出过山车、跳楼机、云霄飞车、海盗船等游戏项目的名称，就足以让人唇干口裂、全身轻
颤，脑子里满是别人的尖叫。

除了玩乐项目刺激，要是连游乐场地也刺激，是不是更让人充满好奇心驰神往难以抗拒？
比如由核电站改造的游乐场，你有胆量进去玩玩吗？就在前几日，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

（JAEA）网站发布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
日本茨城县一国营核燃料处理设施发生核
泄漏事故。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原因
正在调查中，据称，日常使用引起的容器老
化可能是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这些年来，时不时就会看到些有关核泄
露、核辐射的新闻。去年9月，比利时蒂昂日
核电站反应堆出现新裂缝，消息一经传出，
邻国德国、荷兰政府纷纷向民众大规模免费
发放碘片，防止人们受到核辐射侵害。再往
前追溯，2011的福岛核泄漏事故，1986年的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是全人类的灾难，
让人们谈核色变，闻核丧胆。

重大的核灾难让关于核电站存废问题
的讨论一直在持续。随着再生能源的广泛使
用，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逐步缩减核能，德
国更是宣布将在2022年前关闭国内所有核
电站。

德国是欧洲经济与科技的强国，它从
1960 年代开始使用核能发电，上世纪 70 年
代起陆续在其境内兴建了一批核电站。然而
近年来，德国正在经历一场能源革命。

据《中国日报》报道，2011 年 5 月，德国
执政联盟在经过漫长磋商后就关闭国内核
电站的最后期限达成一致，宣布将于 2022
年年底前关闭国内所有核电站。德国全境共
有 17 座核电站，2011 年 6 座建于 1980 年之
前的核电站和建于1984年的克吕梅尔核电
站退出了历史舞台，另外7家最晚将在2021
年年底关闭，3 座较新的核电站最晚将在
2022年年底关闭。届时，德国将因此成为首
个彻底放弃核电这一能源方式的经济大国。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2012年对德国
的这场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这场革命
中，德国斥巨资拿出了一个能源计划——该
计划的核心就是德国能源的转型进程，要寻
求一种可以替代核能的发电能源，比如太阳
能或者涡轮机发电。

然而核电站不是普通的工厂或建筑，在
它们退役后，是空置浪费，还是费力拆除？怎
样处置才是安全可靠又经济的方式呢？

改造游乐场改造游乐场

把蔬菜水果变成了乐器
做 一 个 特 别 的 音 乐“ 蓉 漂 ”

1月30日中午，成都环球中心
二楼，一个企业的新春团拜会正在
热闹进行中。

轮到人称“音乐怪才”的邵帅
上了。他站在舞台中央，身边放了
个架子，上面挂着8样乐器。

背景音乐一响，这位身穿灰色
休闲西服、脑后扎了个艺术小辫的
年轻人，娴熟地从架子上取下一只
葫芦丝，一曲欢乐的新春舞曲响
起。不到10分钟，他已经演奏了5
种乐器：葫芦丝、排箫、竹笛、巴乌、
筚篥，这些民族乐器演奏的《月光
下的凤尾竹》《阿里郎》等流畅动
听，台下掌声不断。

紧接着，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
了。他拿出了第6件乐器，居然是
一个安着水龙头的PVC水管！
“这是我原创开发的一件水管乐
器，给大家演奏一曲《梅花三弄》。”
曲毕，许多人站到了中间过道，想
看清楚不可能的乐器里怎么传出
了美妙的声音。第7件，更神奇，居
然是一支医用注射器，放在嘴边，
一推一抽间，四川名曲《康定情歌》
飞了出来。叫好声、掌声响起，然
而，邵帅却说：“把生活中的常见物
品开发成乐器，我还有好多件，包
括用胡萝卜、苹果等。”

当邵帅用萨克斯收官时，欢乐
的氛围达到顶点。人们记住了这个
用水管、注射器和蔬菜水果作乐器
的年轻音乐人。

今年春节期间，央视7套“佳
七有约·聚焦三农”栏目将播出“五
洲唱响乐团”黑人男主唱、尼日利
亚籍歌手好弟与邵帅在四川青神
县的演出，那里面，邵帅手里的乐
器居然是一个椪柑！

惊奇吧！那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
一下这位来自黑龙江的音乐“蓉漂”。

2011 年元旦，因为一个演
出，邵帅“漂”进了成都，“漂”进
了四川，成为了一名“蓉漂”。“我
一直很向往成都，一是这里气
候、景色好，二是这里的艺术氛
围、音乐氛围都很浓厚，我想在
这里扎根发展。”因为会多种乐
器，舞台上与观众的互动氛围也
好，邵帅如愿以偿，在成都扎下
根来，演出的邀请越来越多。

邵帅从小就对声音敏感，小
的时候偶然发现两只勺子落在
地上声音都会不同。后来，系统
学习了音乐理论后，他就萌生了
一个想法：能不能把生活中最常
见的物品变成乐器呢？根据音乐
原理，凡是发生振动的物品，都
能发出声音，就都具备了成为乐
器的可能性，那我能不能尝试开
发一下呢？

2013年，演出闲暇的时候，
邵帅就在家里鼓捣。研发什么
呢？当他看到水龙头时，灵感来
了——这是千家万户都离不开
的物品，最平常也最容易被忽
略，如果开发成功，对于生态环
保不也有好处吗？

此后，他家附近的五金店就
经常接待这位顾客，3 米、5 米，
一次又一次来买 PVC 水管，终
于有店老板忍不住问他：“兄弟，
你家里是搞啥子的？装修还是水
暖安装？”邵帅哈哈一笑说：“我
在试验把它变成乐器。”对方惊

奇地张大了嘴。
不断地试验PVC水管的音

孔高低、大小、多少、长短，以及
音高音准，埋头试验了半个多月
后，邵帅终于成功开发了水龙头
乐器，通过它发出的空灵、悠远
如笛的声音，来演奏一些抒情曲
目，结果广受欢迎。

邵帅尝到甜头后又陆续开
发了注射器、可乐瓶、红酒杯等
生活乐器。“我记得研发注射器
的时候，我去药店、诊所买注射
器，医生们一边说没有一边用
怀疑鄙视的眼光看我，怕我是
不走正道的人。”邵帅哭笑不
得，最后找到成都最大的医疗
器械专卖店，向售货员恳求：

“我是买来做乐器的，你看这是
我之前开发的水管乐器。”售货
员眼睛瞪得溜圆，看了照片后，
一下子从库房取来了 100 支一
包的注射器，说：“都给你！年轻
人有想法，好生整！”原来，邵帅
是通过小时候学长号的经验，
运用气流加振动的原理，来开
发乐器的。

经常在演出中遇到有观众
想了解怎么在生活物品中寻找
音乐，邵帅就用一组7个碗来示
范，通过向碗里加水的多少，来
形成音阶，再演奏乐曲。每每此
时，欢众既恍然大悟又钦佩不
已，“气痴者迷”，果然爱好是最
好的老师。

这件外表酷似笛子的乐器“筚篥”，已经消
失在当代乐器名单中，成都王建墓石棺上镌刻
的著名晚唐宫廷乐舞《24伎乐图》里，就有筚篥
的身影。成都市永陵博物馆联合上海古乐器复
原大师沈正国复原了筚篱，就是远赴韩国，
2016年在朝鲜族民间艺术帮助下完成的。

邵帅与筚篱的缘分，始于 2012 年某日在
央视某个纪录片中看到的对筚篥的介绍。“当
时，电视上只有四五十秒时间，却一下子拨动
了我的心弦”。邵帅从小在东北长大，也接触过
朝鲜族音乐，但却是第一次知道他们传承了这
样一件古乐器。

邵帅上网搜索，国内音乐学院无一设立相
关专业，也无人专门研究。于是他背起背包，去
了吉林延边，到处打听筚篥，几乎无人知晓。几
经周折，在制作乐器的民间艺人的指点下，他
找到了筚篥制作的师傅。

“虽然他没有学过音乐理论，只是凭传承
的手艺制作，但筚篥的音准令人难以置信地
准，用现代较音器来测，也分毫不差。”邵帅惊
呆了，“都说高手在民间，我是真的服了。”

回到成都，筚篥该怎么吹奏啊？没有老师
可以请教，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邵帅就买来
大量朝鲜族乐碟，在筚篥中感受这个民族的情
感与文化。

邵帅由此想到，“我国有许多有民族特色
的乐器都不被人了解，还有的被淹没在了历史
中，能不能把它们都发掘出来，形成完整的少
数民族乐器研究？以后可以在音乐上形成一看
到乐器就知道是哪个民族的，一听到少数民族
曲目就知道是什么乐器演奏的。”

这是一个宏大的愿望，邵帅决定拿 10 年
来寻访、发掘、整理。目前除筚篥外，他已掌握
了云南傣族的葫芦丝，今年计划去新疆和内蒙
古，去寻访欢快的热瓦甫和悠扬的马头琴。

文/文弦 图/华小峰

喜欢琢磨声音开始研发生活乐器
出生于出生于19871987年的邵帅是黑龙江人年的邵帅是黑龙江人，，少年时期开少年时期开

始学习长号始学习长号、、萨克斯萨克斯，，20052005年考入山东省艺术学院萨年考入山东省艺术学院萨
克斯演奏专业克斯演奏专业。。毕业后毕业后，，他和同学组成乐团四处演出他和同学组成乐团四处演出，，
陆续学会了箫陆续学会了箫、、笛笛、、单簧管等多样乐器单簧管等多样乐器，“，“技多不压身技多不压身””
的理念让他不断去尝试新的音乐表达的理念让他不断去尝试新的音乐表达。。

把胡萝卜椪柑变成乐器
20162016年年，，在一次演出中在一次演出中，，四川电视台四川电视台《《新闻新闻

现场现场》》记者发现了邵帅的特殊才华记者发现了邵帅的特殊才华，，随后做随后做
了一期人物专访了一期人物专访，，音乐音乐““蓉漂蓉漂””邵帅被许多人邵帅被许多人
关注关注。。后来后来，，央视央视77套套《《美丽乡村快乐行美丽乡村快乐行》》栏目栏目
向他发出邀约向他发出邀约，，参加在各地的演出参加在各地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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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美丽乡村快乐行》来到凉山州会理县
演出。行前，导演给邵帅出了一道题：咱们去乡村演出，能
不能开发一件农民群众熟悉的生活物品做乐器？这能更
有贴近性，也可以号召更多的人珍惜物品，更环保。

邵帅觉得很有意思，想来想去，他找来一根胡萝卜，
用特别的手法将它掏空作孔，然后利用口腔吹气产生的
振动来演奏曲目。又是痴迷的半个月，胡萝卜用废了几
筐，最终胡萝卜流畅吹响。

在会理的舞台上，观众倍感新鲜，有人问：“是不是把
乐器做成了胡萝卜的外形来蒙人？”主持人把背景音乐去
了，让邵帅现场清奏。之后，邵帅轻轻一折，胡萝卜断成两
截——大家傻了眼，真心服了，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后来，邵帅不断试验，研发了一套水果乐器的专门
制作工具，又开发了苹果乐器。“果蔬乐器受季节影响很
大，冬天一般可使用一周，夏天一天就不行了。”

去年11月，青神举办椪柑节，央视7套《佳七有约》
栏目走进苏东坡的故乡。导演请来了国内知名乐队“五
洲唱响乐团”黑人男主唱、尼日利亚籍歌手好弟与邵帅
搭档，现场表演“环保乐器”。邵帅行前受命，在当地物
产中开发一款乐器。

做什么呢？椪柑节上吹椪柑，就它了。只用了一周多
时间，椪柑乐器试制成功。用特殊手法掏空了的椪柑，成
了一个腔体和音箱，美妙的乐曲在吹奏间传送。好弟在
旁边为他举话筒，两人一唱一和，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台下观众乐得合不拢嘴，手掌一直配合打节奏。

立志用10年时间
发掘少数民族乐器

邵帅不同寻常的音乐创新路邵帅不同寻常的音乐创新路，，在圈内外引在圈内外引
起了广泛关注起了广泛关注，，以以““音乐怪才音乐怪才””来评价他来评价他。。其实其实，，
在邵帅心中在邵帅心中，，还有一个满载情怀的少数民族乐还有一个满载情怀的少数民族乐
器的发掘梦想器的发掘梦想。。在在3030日的演出现场日的演出现场，，一件名为一件名为

““筚篱筚篱””的乐器表演的的乐器表演的《《阿里郎阿里郎》，》，就是他这个梦就是他这个梦
想的首航想的首航。。

3

用水管演奏《梅花三弄》

椪柑也成了乐器

（图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