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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
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
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
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
明。”11月23日下午，著名诗
人、作家流沙河因病去世，享
年88岁。

11月27日上午9时，流
沙河遗体告别仪式在成都
东郊殡仪馆举办。到场的除
了他生前的至亲好友，还有
大量社会各界自发前来送
别的读者。

告别仪式上，流沙河先
生胞弟余勋禾、作家谭楷致
悼词。随后，在流沙河先生生
前最爱的乐曲“二泉映月”
中，大家纷纷上前，献上手中
的花。

著名文化学者袁庭栋前
来送别他的老友，他们已经
交往了20年，“记得最后几
天，他依然是在谈自己还有
哪些未完成的工作。像他这
样做学问的文化人，老一辈
的人中他是第一人。”这么多
年，他看到的是流沙河的奉
献、严谨。他说，现在，信息渠
道太多，很多人写东西没有
很严谨的态度，网上很多内
容可以说经不起推敲。我们
应该踏踏实实做事，学风上
应该向流沙河学习。

在袁庭栋眼中，流沙河

身体不好、饭量小，但晚年没
有停止对学问的追逐。

生活中的流沙河，是一
个诙谐风趣的人。他经常比
喻自己像个干豇豆一样。袁
庭栋说，和沙河先生在一起
如沐春风，感受到他的乐观，
被他所感染。

袁庭栋说，流沙河思想
丰富，可以和学者谈学问；可
以在菜市场谈生活，谈吃谈
耍，谈物价，所以他和文化不
高的人也能交朋友。袁庭栋
说，自己喜欢和流沙河谈天
说地，遗憾的是今后没有机
会了。

此外，昨天的告别仪式
上，记者还看到几个熟悉的面
孔：《星星》诗刊副主编李自
国，原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原峨眉电影集团董事长何
世平，作家、诗人牛放夫妇。

牛放告诉记者，“他的去
世对我们是最大损失。如此
多人来送别流沙河，这些天
络绎不绝的悼念、各种祭文，
我在成都还未看到过这样的
悼念盛况。不仅有文化界人
士，还有残疾人、爱他的青
年、邻居。这是普通民众对文
化的尊重，可见流沙河在民
众中的影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综艺节目
出事不是第一次

事实上，综艺节目录制出现
意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高以翔
之前，国内综艺节目中最为严重
的事故，是2013年在中国首档跳
水节目《中国星跳跃》中，释小龙
团队的工作人员因意外溺水身
亡。竞技类综艺节目是受伤的高
发区，与《追我吧》同属浙江卫视
的《奔跑吧！兄弟》，就在2016年的
录制中发生过嘉宾李晨头部受伤
的状况，眉骨缝了22针，同节目的
嘉宾邓超，也发生过手臂骨折的
情况。2015年录制军事题材综艺

《真正男子汉》时，嘉宾王宝强摔
下平衡木导致右腿腓骨骨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综艺
节目制作者表示，综艺节目的前期
准备时间很长，最主要就是保证安
全性，务必要保证每一位嘉宾、制
作者的安全。为此，对节目制作前
的道具、场地、安保等都有具体的
要求，国内综艺节目发展了多年，
也有一套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一位综艺导演就透露，一般来

说户外综艺节目大的流程是场地
选择、游戏环节设置、场景搭建等。
比如一些综艺节目每一期在一个
城市录制，节目组会提前几个月和
当地政府对接，考察能满足整个摄
制组的住宿、安保、录制、换场条件
是否合适。城市选定后，再根据节目
特性、城市特质设计游戏环节。节目
中所有的游戏环节和挑战项目，工
作人员会进行几十遍的人肉测试
和演练，一旦发现问题，马上就会调
整，务必将危险系数降到最低。

生命换教训
竞技类综艺必须“拼命”？

11月26日晚，高以翔参加的
《追我吧》最新一期节目就在宁波录
制。有医学专业人士表示，这个节目
凑齐了低温、熬夜、剧烈运动这三个

“猝死指标”。因此，事发后，其他参
与节目录制艺人的粉丝纷纷到社
交平台呼吁：“别录了！”

如今，高以翔事件再度让大
众开始反思，综艺节目到底该如
何把控？

《追我吧》总导演陆浩曾表示：

“你不跑，就会被后面的人‘干掉’，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生”。
然而这次在节目中摔倒的高以
翔，却意外走到了人生终点，再也
不会往前跑了。

27日晚10时许，浙江卫视官
方微博@浙江卫视中国蓝 就高
以翔去世发布声明，称深感遗憾
和惋惜，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声明中称：“11月27日傍晚，
我们一直等待的高以翔亲属已赶
至宁波。节目组正配合高以翔家
属及经纪团队，按照家属意愿积
极妥善处理后续事宜。事发至今，
浙江卫视上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
与哀伤之中。对于悲剧的发生，我
们无比痛心。事发当时，我们在第
一时间即展开救治并紧急将高以
翔送往医院，但仍没能挽回他的
生命。对此意外造成的无法挽回
的严重后果，我们深感遗憾和惋
惜，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这场事故，也暴露了国内综艺
节目在各个方面并不成熟的隐患。
录制时间不合理、紧急预案缺失、
设置环节考虑不周，这些问题不应
该是用一条人命才换得的教训。

在刚刚过去的重庆大足
四国赛上，中国国奥1比5败
于澳大利亚国奥。赛后澳大
利亚国奥主帅范·埃格蒙德
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
时，曾说过中国不缺乏技术
出众的球员。

埃格蒙德的话音刚落，
就在近日，从澳超球队阿德莱
德联队传来消息，他们从中乙
青岛红狮俱乐部签下了现年
20岁的陈勇傧，澳洲媒体对这
名中国小将非常感兴趣，阿德
莱德联队跟队记者甚至将他
称为“中国梅西”。

阿德莱德联从中乙青岛红狮
引进20岁小将陈勇傧

据青岛红狮足球俱乐部
提供的资料，陈勇傧1999年1
月21日出生于四川广元，体重
70kg，身高1.78米，司职攻击
型中场。而陈勇傧的足球历程
非常简单，2017年，陈勇傧在
一次学校足球比赛中引起了
青岛红狮外籍教练的注意，并
加入了青岛红狮青年发展体
系。青岛红狮是陈勇傧签约的
第一家职业俱乐部。

青岛红狮副总经理张秀
荣向记者介绍道：“2017年陈勇
傧就被入选到我们青岛红狮的
精英队，一直到现在，精英队于
2019年参加了青岛地区组织的
青岛足球超级联赛。”

早在10月16日，阿德莱德
联就已经官方宣布陈勇傧的
加盟，将身披阿德莱德联28号
球衣，只是签证事宜还未办理
完成。所以，在没有踢中乙的
情况下，陈勇傧就被阿德莱德
联相中登陆了澳超。

两俱乐部是“姊妹”
陈勇傧被称为最有前途的年
轻球员之一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
青岛红狮老板皮特·范德波
尔与一位澳大利亚投资人以
及中国的投资人一起创建了
红狮足球队，组建于2016年
初。官方资料里也显示，阿德
莱德联的投资方与青岛红狮
的投资方是同一个投资背
景，也就是说青岛红狮与阿
德莱德联俱乐部是姊妹俱乐
部。皮特·范德波尔正是阿德
莱德联俱乐部主席，他曾说
道：“我担任过荷兰海牙足球

俱乐部的总经理，做过15年
的足球经纪人，参与操办了
100多名球员的国际转会，其
中包括转会到AC米兰和巴
萨这样的豪门俱乐部。”

因此商业炒作的质疑也
不是空穴来风。阿德莱德联队
近来很重视海外市场的扩展。

今年8月，在接受俱乐部
官网的采访时，阿德莱德联
主帅维尔贝克亲承，球队将
引进一名位置是中前场的中
国球员。张秀荣表示：“国内
球员，当时都在阿德莱德联
的考虑范围之内。”最终，陈
勇傧似乎才是范德波尔的

“中国梅西”。范德波尔表示：
“决定签下陈勇傧，是因为我
们相信他是青岛红狮最有前
途的年轻球员之一。”

中国球员有自己的优势
陈勇傧更适合国外的比赛？

对于这次留洋机会，陈
勇傧本人倒是很谦虚，据半岛
新闻网报道，陈勇傧说道：“首
先感谢我的教练罗宾和老板
推荐我，把这一次宝贵的机会
给我，然后感谢俱乐部对我的
支持与帮助。我觉得这一次机
会特别难得，我对这一次出去
留洋充满了期待，我知道我刚
去肯定有不适应的地方，我会
努力尽快适应，我相信只有克
服这些困难我才能让自己变
得更强。”

只有过业余足球经验的
陈勇傧真能在阿德莱德联一
线队立足吗？张秀荣说道：

“单纯从他的职业经验来看，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这么认
为陈勇傧难以在澳超立足，
澳洲足球流畅性虽然比中国
足球的表现要更棒一些，但
是中国球员也是有自己的优
势的，尤其是陈勇傧的比赛
求胜欲望非常强烈，更能适
合国外的比赛。”

然而，阿德莱德联目前
联赛七轮过后，在少赛一轮的
情况下排名联赛第三，落后榜
首墨尔本城四分。这样一支有
希望争冠的队伍，会给一名没
有在职业联赛中出过场的中
国球员多少表现机会呢？这一
切，也只有等陈勇傧来到阿德
莱德联后才能见分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何鹏楠

11月27日，艺人高以翔在
宁 波 录 制 浙 江 卫 视 竞 技 综 艺
节目《追我吧》时突发意外，送
医 后 抢 救 无 效 不 幸 去 世 。随
后，这档开播了3期的综艺节
目因为高强度、高难度的竞技

比拼，遭到众多网友质疑。截
至记者发稿之时，“追我吧节
目难度和强度”话题位居微博
热搜榜第一位。

对于这档节目是否还会播
出，节目组暂未对红星新闻记者

作出回应。不过，截至记者发稿
时，记者在浙江卫视官网节目单
上看到，目前《追我吧》第四期依
然排在周五晚上9点多的待播名
单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高 以 翔 录 节 目 意 外 猝 死

极限综艺
玩命？非得

行业人士：敲响了行业警钟

27日凌晨，艺人高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节目《追我吧》时出现意外，随后送医抢
救后不幸去世，年仅35岁。节目组在声明中称，高以翔是心源性猝死。截至目前，浙江
卫视和节目组暂未对高以翔录制中的细节进行回应。

高以翔的突然去世，再次让综艺节目高强度、危险性的问题引发热议。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了多位综艺节目制作者，深度揭秘综艺制作中的台前幕后。在接受
采访时，多位从业者表示，高以翔在录制中出事，虽然是一次意外，但对行业也再次敲
响警钟，务必在安全方面更细致。有从业者表示，此事对整个综艺制作圈、平台方来说
都是一次大的事件，监管部门可能接下来会有系列整改措施，接下来的一些竞技类综
艺节目也可能缩紧。

抢救3小时
心源性猝死

27日清晨，高以翔在录制节
目时奔跑，突然身体不适倒地。
随后，随行的医护人员现场进行
了抢救。节目组的声明证实了这
一点，称“高以翔奔跑时突然减
速倒地，节目现场医护人员第一
时间展开救治，并紧急送医。”声
明中表示，高以翔是心源性猝
死。高以翔经纪公司的声明中透
露，“高以翔Godfrey在11月27日
的凌晨，于节目的录制过程中突
然晕厥，经近三小时的急救后，
不幸离开了我们，令我们震惊且
悲痛万分，至今无法接受！”

高以翔1984年9月22日出生
于中国台湾，2013年，在都市情感
剧《遇见王沥川》中饰演男主角王
沥川，从而被更多观众所熟知。高
以翔的好友蓝钧天透露，他11月
25日和高以翔见面时，就发现他
身体有点状况，似乎是感冒了，没
想到几天后就出事了。

一位在宁波现场目睹全程的
观众表示，高以翔曾在花坛边休
克三分钟。但节目组判断失误，继

续拍摄未进行及时抢救。内场观
众曾听到其他参演嘉宾连麦大喊
的声音，且15分钟内没有专业医
生携带必要仪器进场，耽误了病
人抢救的黄金时间。之后，凤凰网
曝光《追我吧》与艺人签订的合
约，其中提到“节目竞演存在激烈
竞争之情形，可能会给乙方将造
成生理、心理负担。艺人乙方对此
要有充分认知，完全自愿参加并
完全愿意承担由此可能带来的一
切后果。”且要求艺人保证参与节
目录制时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任
何有碍或不利于参与节目的身体
或精神上的损伤或疾病。

出事节目
曾多次被指责强度难度过高

《追我吧》是浙江卫视一档在
晚间城市拍摄的真人秀节目，于
2019年10月在宁波启动录制。节
目中分为两大阵营对战，由“追我
家族”成员挑战素人或其他艺人

“追逐者”，通过时间争夺战等夺
得胜利。陈伟霆、范丞丞、黄景瑜、
宋祖儿、萧敬腾、钟楚曦等担任常
驻嘉宾。目前，节目已经播出了3

期。高以翔是作为嘉宾来参加第
九期节目的录制。

从《追我吧》往期节目来看，
绳索速降、绳索爬楼等项目惊险
刺激，也让不少观众质疑难度太
大，危险系数高。除了高以翔，目
前已经播出的三期节目中参与竞
技的艺人还包括陈伟霆、范丞丞、
黄景瑜等人。在第二期中，李小鹏
和邹市明两位奥运冠军也参与了
节目录制，在节目后半程，李小鹏
和邹市明都已经接受不了节目强
度，李小鹏也向节目组表示“不行
了不行了我真的跑不动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追我
吧》节目组曾在接受采访时透
露，安全是第一位。《追我吧》节
目总导演陆浩曾表示，节目主要
有三大板块，即时间争夺战、赛
道追逐战以及最终爬楼速降。这
些挑战难度较高，对艺人的体能
要求特别高，而且需要艺人具有
拼搏的精神，敢拼才能完成任
务。对于节目的安全性，节目负
责安全工作的制片主任崔彦凯
曾表示，节目一切以安全至上为
宗旨，“节目录制时有安保，配备
有专业医疗团队。”

高以翔的突然离开，让网友们愤怒
异常！一些人甚至将矛头指向节目制作
方，怒斥节目不人性，罔顾嘉宾性命。

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只
是，悲伤之余，我们依旧要来梳理事情
的始末，找到一个让演员录制节目去
世的原因，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如果看过往期节目，你可能有所耳
闻，专业运动员李小鹏和邹市明都曾在
节目中直呼“我不行了”。于一个专业运
动员而言都有难度的游戏设置，一般人
肯定不能轻易胜任，也正因为此，邀请
演艺圈的嘉宾来参加，肯定有其观赏性
和娱乐性，但同时也有危险性。

航空界关于飞行安全的“海恩法
则”有借鉴意义：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
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
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从网友梳理
的结果来看，多个节目都曾出现嘉宾受
伤的情况，也许因为每次都是“小伤”，
也许因为有些可怕的后果被幸运地躲
过了，以至于让人觉得再难的任务都可
以完成，再危险的节目都可以制作。

侥幸的心理，是出现这起严重事
故的主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

“伤害”的不以为然。
从前几期节目来看，嘉宾说“我不

行了”的时候，节目始终以一个局外人
的身份，“客观”地记录着嘉宾最真实的
状态，让观众、粉丝看到嘉宾“自我妥
协”或是“疲惫万分”的状态，展现了观
众在其他时候看不到的嘉宾的一面。

只是，作为一档高难度高强度运
动节目，理应考虑到各种突发状况，更
要考虑每一位嘉宾的身体状况。节目
组是否准备了足够充分的医疗急救资
源，是否准确掌握嘉宾健康状态？

《追我吧》发布官方说明，称高以翔
死于心源性猝死。这也许是意外，也许
是一次疏忽。生与死的界限，往往就在
一瞬间，对这一瞬间的态度，对嘉宾身
体状况的了解程度，对每一个嘉宾突发
状况的反应，都显示了栏目组的态度。

从目前所查到的信息来看，高以
翔晕倒后，现场进行了十多分钟的心
肺复苏，随后被送往医院。如果现场有
台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是否会有
不一样的结果？

若再往深里探究，为何此类事件频
繁出现？这其实是电视节目，甚至所有
人对“娱乐”的低头。尼尔·波兹曼《娱乐
至死》中提出，当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
娱乐的方式呈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
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
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
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
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今天的我们，热爱娱乐，迷恋娱
乐，也被娱乐裹挟。

综艺节目为何喜欢如此惊险刺激
的场景，因为这能带来娱乐性，带来收
视率，带来巨大的收益。当嘉宾在镜头
面前表现出最胆怯或是最狼狈的一面
时，似乎达到了节目组想要的效果。只
是当“高以翔怎么了”“高以翔去世”登
上热搜榜榜首时，热度有了，关注度有
了，可结果呢？

最后，愿我们都不被娱乐裹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黄静

高以翔之死谁来负责？

““我们震惊且悲痛万分我们震惊且悲痛万分，，至今无法接受至今无法接受””

真人秀之度如何把控？

““你不跑你不跑，，就会被后面的人干掉就会被后面的人干掉””

《追我吧》是否还会播出？
新一期仍在浙江卫视官网节目单上

综艺节目别再
拿 生 命 证 明

“海恩法则”

中乙还未踢上
就成“中国梅西”？
澳超球队签中国20岁球员引热议

流沙河遗体告别仪式昨日举行

送别流沙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综合界面新闻 中国新闻周刊

再见高以翔

流沙河遗体告别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