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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st-effective weapon to prevent
disease and promote health.

筑健康素养之堤

According to the monitoring data in 2019,

备健康素养的人数并不算多。
因为健康素养并不是在朝夕

the health literacy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间养成的，它的形成过程与社会文

residents in China has steadily improved

化等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三十

to 19.17%, 2.11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Building The Bank Of Health Literacy

点。但是按人口比例换算，真正具

than that in 2018. However, according

几年前，我们也在不遗余力地宣传

to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e

运动的好处，但鲜少有人受到感召

number of people with real health literacy

动起来。到了今天，尤其在经过这

is not large.

次疫情，大家意识到健康的身体是

Because health literacy is not formed

一切幸福的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动

overnight, its formation process is closely

了起来。人们自觉自愿地去健身、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social culture

塑形，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日臻完

and other big environment. More tha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like the tide, disrupted

30 years ago, we also spared no effort to

年后汹涌的疫情，如同潮水来袭，打乱了人们正

美。所以说，健康素养的养成，有

people's normal life and psychological rhythm. It is often said

publicize the benefits of the campaign,

常的生活和心理节奏。人们常说，等潮水退去，就知道

着浓重的时代印记，它跟人类社会

that when the tide fades, you will know who is swimming naked.

but few people were inspired. Today,

谁在裸泳。同样，疫情的潮水浸漫，也是个人、家庭乃

前进的曲线近似，盘旋上升，过程

Similarly, the tide of the epidemic is also a time when the health

especially after this epidemic, we realize

至整个社会的健康素养“堤坝”面临考验之时。1月份

曲折，但始终在进步和提高。

literacy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even the whole society

that a healthy body is the foundation of

is facing a test. Since January, our CDC's business on duty

all happiness. More and more people

开始，我们疾控中心业务值班电话 24 小时不停歇，接

telephone has been on duty 24 hours a day, receiving all kinds of

are moving. People voluntarily go to

phone calls for consultation and staging a human situation under

fitness, shape, so that their physical state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 fect.

“我刚才和一位讲湖北话的人擦肩而过，我该怎

座孤岛。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众

"I just passed by a speaker of Hubei dialect. What should I do?"

T he refore, t he cu lt ivat ion of healt h

么办？”“洒水车把绿化带的尘土都击扬起来，里面有

多个体之间以不同的方式联结着。

"Sprinklers sprinkle water to blow up the dust in the green belt.

literacy has a strong mark of the times. It

新冠病毒怎么办？”“我的床边住进来一位外地病人，

个人健康素养的提升，可以拉动和

What if there is a new coronavirus inside?" "My bedside lives in

is similar to the curve of human society's

核酸检测是阴性，但也难说就不是新冠病人，如果是怎

提高群体素养的平均值。从理念到

a foreign patient, nucleic acid test is negative, but it is difficult to

progress. It spirals up and the process is

say that he is not a new crown patient, if so, how to do?" It reveals

tortuous, but it is always progressing and

么办？”透露出人们钻牛角尖的心态。

行动，一个人可以影响一个家庭，

the mentality of the people.

improving.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an be prevented by drink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lenty of water. Why do you not publicize what is common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health level

to the people? But it makes people feel that there is no health

depend on and promote each other.

knowledge.

Between people, has never been an island.

建议人们减少外出、不要聚会和勤洗手，这样就不大会

"Xinguan is a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 Whether it is new

In this huge world, many individuals

传染。不然，那么多人都抢购口罩，那口罩是要断货

or not, you should advise people to go out less, not to get together

are connected in different ways. It can

and wash their hands frequently, so as not to infect. Otherwise,

improve the average quality of individuals

so many people rush to buy masks, which will be out of stock. "

and g roups. From concept to action,

Let people feel the calm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of the arrival of

one person can inf luence a family, and

Dianren.

a family can spread out to affect more

The same thing, there are different reactions, the reason is

people. Health can be transmitted.

受了各种各样的来电咨询，上演了一场疫情之下的人间
百态。

“大量喝水可以预防新冠肺炎，你们为什么不向
老百姓宣传”？言之凿凿却让人感慨怎会如此没有健康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健康水
平提高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人与人之间，从来都不是一

一个家庭扩散出去，可以影响到更
多的人。健康是可以传播的。

知识。
“新冠是呼吸道传染病，不管新不新，你们应该

的。”让人感受到来电人的从容与科学素养。
同样的事，有着不同的反应，究其缘由，就是不
同的健康素养之故。
什么是健康素养？健康的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
的方式和行为、健康技能的掌握，三者缺一不可。简单

different health literacy.

点说，健康素养是一种能力，就是我们遇到健康问题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What is health literacy? The knowledge and concept of health, the

时，运用自己掌握的健康知识和技能去应对健康问题，

党委书记、副主任

way and behavior of healthy life and the mastery of health skills

最终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

are indispensable. In short, health literacy is a kind of ability, that
is, when we encounter health problems, we can use our health

Hangzhou Center for Disease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deal with health problems, and ultimately

Control and Prevention

maintain and promote our own health.
The higher the people's health literacy, the less the cost society
will pay for disease and health. Because it is the most effective

Party secretary and deputy director
ZhaoGang

人的健康素养越高，社会为疾病和健康付出的成
本就会越少。因为它是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最有效和成
本最低的武器。
2019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稳步提升至 19.17%，比 2018 年上升 2 .11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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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nerg y demand may well have
peaked last year, and the same may be true
fo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Norwegian energy consultancy DNV GL said in a new report. Ove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he world’s
energy demand will actually decline, and in
2050 demand will be on a level with what it
was in 2018. The reasons for this would be
the lasting effec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

Report

Industry

Global Energy Demand To Decline
Through 2050

Oil And Gas Industry Steadies As
Chinese Economy

Since 2020, affected by COVID-19 and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shocks, global oil and gas giants
have entered a downward path. Energy revenues
have been most affected by the outbreak. The energy sector, which accounts for nearly half of the
high-yield debt in the corporate bond market, is
already highly leveraged at 81 per cent. Plummeting revenues and high debt levels have made energy companies, particularly in shale oil and gas,
the hardest hit. Many oil and gas companies, including ExxonMobil and Shell, reported a drop in

ic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energy

revenues and a loss in profits in the first quarter.

intensity, the report’s authors, Sverre Alvik

Faced with such a situation, reducing exploration

and Mark Irvine, wrote.

and development, layoffs and other measures to

“The lingering effects of the pandemic will

reduc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costs have be-

take the wind out of the sails of the world

come the common choice of oil and gas giants.

2050 年全球能源需求将下滑
中国油气行业发展稳定

economy for many years-reducing World
GDP in 2050 by 9%, relative to pre-pandem-

Recentl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the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jointly issued the Guidance on Energy

ic forecasts,” the consultants said. “Even with

挪威能源咨询公司 DNV GL 在一份新报告中表示，全

slower growth, however, by mid-century the

球能源需求很可能在 2019 年已经见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

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国际油价震荡影响，全球油

可能达到了峰值。未来 30 年，世界能源需求实际上将下

气巨头纷纷步入下行通道。能源的收入受疫情影响最为显著。能源

opment of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and points out

grow.”

降，到 2050 年，需求将处于 2018 年的水平。报告的作者

行业的 81% 杠杆率早已居高不下，企业债市场中的高收益债将近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oil and

The effects of these trends on oil will be

Sverre Alvik 和 Mark Irvine 写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

半数都是能源行业贡献的，收入的急剧下降与债台高筑使得能源企

gas industry.

negative as a whole, with natural gas taking

是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持久影响和能源的显著改善。

业（尤其是页岩油气行业）成为受创最重的行业。目前包括埃克森

In the IMF's latest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nd

world economy will still be twice its size
today. In contrast, energy demand will not

over from it as the most used energy source

顾问们表示:“疫情的持续影响将使世界经济在许多年

美孚、壳牌在内的多家油气企业，一季度均出现营收下滑、利润亏

in the next decade. What’s more, investors

内失去动力，与疫情爆发前相比，2050 年世界 GDP将下降

损。面对这样的局面，减少勘探开发、裁员等一系列降低生产运营

may start paying even more attention to re-

9 %。然而，即使增长放缓，到 21 世纪中叶，世界经济规模

成本的措施，成为油气巨头的共同选择。

newables, thanks to their low operating costs
and fast turnaround times. As a result, DNV
GL said, spending on renewables will recover

仍将是今天的两倍。不过，能源需求将不会增长。”
总体来说，这些趋势的影响将是负面的，未来十年，

Work in 2020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uidance"), which sets a clear tone for the devel-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China is the
only country expected to show positive growth
in 2020. Meanwhile, the IMF also gives an optimistic estimate of China's economic recovery rate

近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能源局共同发布《2020 年能源工

in 2021, with an estimated growth rate of 8.0%.

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针对石油天然气行业发

For outbreak this year, the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展定下明确基调，为油气产业未来走势指明方向。

oil price fluctuation degree, China's production

more quickly than spending on oil and gas.

天然气将取代石油成为使用最多的能源。此外，由于可再生

“Even with peak emissions behind us, and

能源的低运营成本和快速周转时间，投资者可能会开始更加

IMF 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and life demand recovery after and epidemic of

flat energy demand through to 2050, the

关注可再生能源。DNV GL 表示，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支出将

中，中国成为 2020 年唯一预期出现正增长的国家，同时 IMF 对中

rational expectations, demand for oil and gas re-

energy transition we forecast is still nowhere

比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支出恢复得更快。

国 2021 年经济增长恢复速度也给出了乐观估计，预计增速 8.0 %。

near fast enough to deliver the Paris ambi-

sources recovery cautiously optimistic estimates,
the supply of oil and gas energy supply with the

Alvik 和 Irvine 写道:“即使排放峰值已经过去，能源需

针对今年疫情冲击、全球油价波动的影响程度，和疫后我国生产和

求也会在 2050 年前保持平稳，但我们预测的能源转型速度

生活需求恢复的理性预期，国家对于油气资源需求恢复保持谨慎乐

not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target of about 193

wrote. “To reach 1.5-degree target, we would

仍远不足以实现巴黎的目标，即将全球变暖幅度远低于工业

观的估计，意见中对于今年能源供应目标中油气供应保障目标的设

million tons, edged up 1.0% year-on-year, about

need to repeat the decline we’re experiencing

革命前水平的 2 摄氏度。要达到 1.5 摄氏度的目标，从现在

定不降反增，其中石油产量目标约 1.93 亿吨，同比微增 1.0 %，天

181 billion cubic meters of natural gas production

in 2020 every year from now on.”

开始，我们需要每年重复在 2020 年经历的下降。”

然气产量目标约 1810 亿立方米，同比增约 2.7 %。

targets, year-on-year increase of about 2.7%.

tion of keep global warming well below 2°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lvik and Ir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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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乔丹湾”将出口液化天然气

Canadian LNG Alliance
Launched

US to Export LNG From Jordan Cove LNG Terminal

近日，美国能源部长丹布鲁耶特在液化天然气出

U.S. Energy Secretary Dan Brouillette has approved the Jordan

口许可签字仪式期间表示，批准“乔丹湾”液化天然

Cove LNG terminal for long-term export of liquefied natural

气（Jordan Cove LNG）接收站长期出口液化天然气。

gas (LNG) during a signing ceremony for the LNG export li-

这个出口终端是美国西海岸首个液化天然气出口基
地，而且使一系列国家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cense.
The export terminal is the first LNG export base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ows a range of countries to

The British Columbia LIQUEFIED

布鲁耶特说：“像印度、日本、韩国等亚太地区

Natural Gas Alliance (BC LNG) has

一些重要的国家，都依赖能源进口满足消费需求，进

"Some of the major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ike

口渠道主要是俄罗斯和中东。如果美国可以从西海岸

India, Japan, South Korea, rely on energy imports to meet their

向亚太地区出口液化天然气，我们将帮助这些国家减

consumption needs, mainly from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少依赖那些将能源载体作为政治杠杆的国家”。

he said.If the United States can export liquefied natural gas

been reactivated as the Canadian
Liquefied Natural Gas Alliance
(LNGA) to reflect the critical role
of LNG in Canada's COVID-19 eco-

布鲁耶特签署的许可，允许液化天然气终端向非

nomic recovery, economic recon-

自由贸易协议成员国每天出口 8.18 亿立方米天然气。

ciliation and Canada's clean energy

“乔丹湾”液化天然气终端以及计划建设的 370

transition.

reduce their dependence on Russian gas.

from the West Coast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e will help
these countries become less dependent on countries that use
energy carriers as political leverage.
Mr Brouillette signed a licence allowing LNG terminals to ex-

Under its new name, the LNG

公里输气管道目前还没有建成。美国境内现在运营的

Canada Alliance (LNGA) is com-

port 818m cubic metres of gas a day to non-FTAs members.

液化天然气终端总共有 5 个。

The Jordan Cove LNG terminal and the planned 370 km gas

mitted to an inclusive and positive

pipeline have not yet been completed.There are now five LNG

dialogue around Canada's leader-

terminals operating in the US.

ship role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LNG is an opportunity for Canada,"
said Brian Cox, President and CEO
of LNGA. Importantly, through our
low-emission LNG, Canada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联盟启动

reducing global emissions and particulate matter, while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as we continue our
transition to a cleaner energy fu-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液化天然气联盟（BC LNG）重新启动为加拿大液化天然

ture."

气联盟（LNGA），以反映液化天然气在加拿大新冠肺炎经济复苏、经济和解和

The LNG project in British Co-

加拿大清洁能源转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lumbia will produce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emission-intensive
LNG because it will be partly or

在新名称下，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联盟（LNGA）致力于围绕加拿大在世界能
源未来的领导角色和机会建立包容和积极的对话。

entirely powered by clean hydro

加 拿 大 液 化 天 然 气 联 盟 （ L N G A） 总 裁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布 莱 恩 · 考 克 斯

power, the Canadian LNG Alliance

（Bryan Cox）表示“液化天然气是加拿大的机会。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低排

(LNGA)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放液化天然气，加拿大将为减少全球排放和颗粒物做出巨大贡献，同时投资于基

project will provide tens of billions

础设施，为我们继续过渡到更清洁的能源未来。”

of dollars in investment to Canada
and create thousands of jobs.
L NGA's members include LNG
Canada, Kitimat LNG, Woodside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联盟（LNGA）发表声明表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LNG
项目将生产世界上排放强度最低的 LNG，因为部分或全部由清洁水力发电提供
动力。该项目将为加拿大提供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并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

Energy, WoodFibre LNG, Exxon-

该联盟的成员包括 LNG Canada、Kitimat LNG、Woodside Energy、WoodFibre

Mobil, Fortis BC, AltaGas and En-

L NG、埃 克 森 美 孚 （ E x xo n Mo bi l） 、 富 通 B C（ Fo r t i s B C） 、 A lt a G a s 和

bridge.

En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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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arket

world's energy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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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界

文化界

企业界

媒体界

市民界

五界联动专栏
VOLUNTEERS

Warren Buffett's Berkshire
Buys Dominion Energy
Natural Gas Assets In $10
Billion Deal

Buffett's Berkshire Hathaway Inc.
(BRKA-US) will buy Dominion's
natural-gas transmission and
storage business for $4 billion. It
will also assume $5.7 billion of
Dominion's debt, bringing the total to $9.7 billion.
T he deal includes more than
7,700 miles of pipeline and about
900 billion cubic feet of gas. The

The Who

company expects the deal to close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this year,

巴菲特斥资近 100 亿美元

pending regulatory approval.

收购道明尼资源天然气资产

In a statement, Mr Buffett said
the company is' very proud to
add such an excellent natural gas
portfolio to our already strong energy business. '
Under the terms of the deal,
Berkshire Hathaway Inc. (BRKA-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将斥资 40 亿美元收购道明尼资源
的天然气传输和储存业务，同时还将承担道明尼资源 57 亿美元的债务，使交
易总额高达 97 亿美元。

US) Will acquire a 100 percent

此次交易包括超过长达 12390 公里的天然气储输管道和约 9000 亿立方英

stake in Dominion Energy Trans-

尺的天然气储量。公司预计这笔交易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完成，还需等待监管部

mission, Questar Pipeline and

门的批准。

Carolina Gas Transmission; a 50
percent stake in Iroquois Gas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a 25%
stake in The Cove Point liquefiled

巴菲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公司非常自豪能够为公司已经很强大的能源
业务增加如此优秀的天然气资产组合。根据交易条款，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
司具体将收购 Dominion Energy Transmission、Questar Pipeline 和 Carolina Gas

natural gas facility in Maryland,

Transmission 的 100% 股权；Iroquois Gas Transmission System 的 50% 股权；以

one of only six LNG export ter-

及位于马里兰州的 Cove Point 液化天然气设施 25% 股权，该设施为美国仅有的

min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六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码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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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现场，杭燃集团副总经理徐小冬接受 14 家省、市媒体采访。

杭州市公用行业
首家数字传媒中心试运行
The First Digital Media Center In Hangzhou’s Public
Utility Put Into Trial Operation
文字提供 / 潘长勇、何婧 编辑 / 孙靓 图片 / 何婧

6月29日，杭燃集团数字传媒中心进入试运行，这是杭州市公用行业第

《浙江日报》高级记

杭燃集团党委副书

者袁华明（左一），

记、副总经理朱琴君

杭州出版集团期刊出

（右二），副总经理

版中心主任、市政协

徐小冬（左一），

委员宋颖（左二），

《浙江日报》高级记

原《杭州日报》十佳

者袁华明（右一），

记者、浙江省燃气协

采荷街道社会组织服

杭燃集团数字传媒中心打破了传统媒体之间“孤军作战”的状态，坚

会会刊《燃情浙江》

务中心主任董利民

执行主编李华（右

（左二），集团品质

持以“资源整合”为抓手、以“内容创新”为核心、以“渠道建设”为载体、

二）被聘为杭燃集团

监督员郑凌（左三）

以“传播最快”为目标，构建了“一网（门户网站）、一信（“杭州燃气”微信

数字传媒中心指导编

为数字传媒中心启动

辑。

新 LOGO。

公众号）、一微（“杭州燃气”新浪微博）、一号（头条号）、一频（抖音短视

一个数字传媒中心，也是杭燃集团主动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媒体格局、传播方
式，打造“信息平台、服务平台、沟通平台、人文平台”，争当国有企业媒体融
合发展排头兵的重要举措。

频）、一刊（《温度管家》杂志）” 融媒体传播矩阵，在“人员、内容、平台、
渠道、技术、机制”等方面深度融合，初步形成“统筹策划、一次采编、多种
产品、多元传播”的融合发展模式，致力于为能源文化推广、综合信息发布、
燃气用户服务，发出“最美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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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比世界大
World View Is Larger Than The World

杭燃集团数字传媒中心
Hangzhou Gas Group Digital Media Center

扫码二维码关注
精彩体验等你探索

我们的抖音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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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微博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今日头条

商务合作：
潘长勇1505819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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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特辑
SPECIAL COVER

温于
度我
葛继宏

从物理学角度看，温度是物体
分子运动平均动能的标志；从历史
学角度看，温度是人类出现并赖以
生存的必须因素。温度就像一位了
不起的魔术师，带来自然界和人类
社会的众多变化。
但是这个宏大的命题，化入寻

CARING WAMER PAGE 22

杨

莅

常生活，却全然在细微处见精神。
在餐桌上增添一双公用筷子，
不动声色地传达着人们追求健康文
明生活的升温和公共卫生意识的兴
起；在客厅里开始一段生动交谈，
如沐春风地养育着人们心灵深处最
柔软也最强大的力量；在运动场定

何鲁伟

义一种生活方式，明快活泼地调适
着人类一面身心俱舒展，一面与自
然和谐共处。
以最相宜的方式，寻找最适合
自己的温度。在每一个凉热冷暖的
当下，你会发现，人生各种滋味，
已俱在此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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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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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的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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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委员葛继宏
7 月 17 日，《光明日报》文化版头条刊登《影视作品如
何推动健康餐桌文化》一文，“公筷行动”又一次引发热
议。同时，提出《建议将每年 11 月 11 日设为“全民公
筷行动日”》的葛继宏，应《光明日报》官微邀请，联合
沙溢、岳云鹏等明星录制了推行使用“公筷公勺”的短视
频，视频推出当天，观看量就达 500 多万次。“网红”
委员葛继宏再次出圈。而其实，早在 4 月底，浙江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朱国贤就对葛继宏的建议作了批示，肯定这
一提案的新意以及对全民健康的推动意义。如今，葛继宏
的这一建议已被带到全国两会上，“公筷”行动，渐成餐
桌新风尚。

采访：孙丹
整理：褚楚
编辑：孙靓
摄影：舒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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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显示“非公筷组”与“公筷组”

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就像这次《建议

菌落总数最大的相差 250 倍。形象一点

将每年 11 月 11 日设为“全民公筷行动

说，大家把沾着口水的筷子不停伸进同

日”》的提案，它其实渊源已久，这次

一个餐盘夹菜，餐盘就成了一个细菌的

提出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过去几

中转站和培养皿，细菌的交互传递就是

年，葛继宏“出圈”的提案，吸引了不

这样完成的。像大家谈之色变的可导致

少媒体的关注。今年，在杭州两会之

多种胃肠疾病，甚至引发癌变的“幽门

前，葛继宏一位报业的老朋友因为公筷

螺旋杆菌”，在我国人群中，感染比例

的专栏想听听葛继宏的想法，请他提点

也非常之高，这与同盘进食、筷筷相传

意见。“当时他在策划这个专栏，但是

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健谈，朗声笑语间很快就能卸下访者的

他被卡住了。因为说起公筷，大家说来

“道理很好懂对吧？加一双公筷

局促。这也与他的职业经历有关，他成

说去，好像除了健康还是健康。他觉得

也不难对吗？那为什么之前呼吁大家这

功策划和主持了很多大型活动，见过、

很浅，没有发散开来”。报业朋友受阻

样做的时候，公筷的推行并没有很好的

交往过太多普通人觉得难以接近的名人

的专栏，一下子打开了葛继宏的思绪，

效果呢？因为很多时候，情绪比事实更

明星，他不仅一一摆平，完成工作，还

他引经据典，投入到对公筷的解读中：

有力量。”葛继宏说，“在公共场合推

留下了一段段业内佳话。靠什么？葛继

“应该说他的这个专栏，是一个引子，

行公筷是容易的，可以依靠于行政执

宏说，他靠的是真诚。“与他们相处，

因为这场疫情，很多场景包括一些词语

法，不用公筷，就要挨罚。但是具体到

初夏，结结实实落了几场雨，西

你无须讨好，很平等很放松地把自己摆

的含义都变化了。以往我们说独善其

每个家庭，那就很不容易。中国人逢年

湖的叶和花都愈发地清丽干净。湖边柳

在与对方平视的位置，效果就很好。”

身，很多时候是把它放在一个贬义的语

过节，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的是热闹，

荡，行人也渐渐多了，疫情的霾散了很

工作之外，这也是葛继宏的处世之道。

境里，说一个人不顾别人，自私，但是

聚的是感情。但这个时候谁把每盘菜旁

多，一切都在向“平常”回归着。葛继

这几年，作为杭州市政协委员的

现在你看，为什么要戴口罩，为什么要

边放一双公筷，就会有人，尤其是家里

宏的办公室就在西湖边，他说自己算是

葛继宏不少提案都很“出圈”，为何

强调安全距离，因为只有独善才能众善

的长辈们，他们会觉得多此一举或者说

个有调性的人，这一湖秀水，与所有的

“出圈”？因为他总是能于细微处洞见

啊，人与人之间筑好护城河，那么疫情

矫情，甚至会怀疑，是不是子女们嫌弃

心境都相称。葛继宏有很多身份，多到

与这个城市气质相符、反过来又能带动

想流动起来，就没这么容易。2003 年

自己不卫生？这就非常尴尬了。”

可以把名片印满。他是记者、主持人、

城市文明提升的事物。“我觉得作为可

非典的时候，钟南山院士就呼吁过推行

说到这里，葛继宏露出了些许得

编导、制片人、策划人、学者、教授等

以提出提案的人，更应该真诚，我希望

公筷，但是因为当时疫情很快就结束

意，因为他已经想好了怎么去打破家

等，影视行业行走半生，有很多事迹在

杭州可以更好，也希望杭州能把这种好

了，时间太短没能持续地传递下去。但

庭传统思想中的壁垒。葛继宏的职业

江湖传诵。待见到本人时，以往种种揣

辐射出去，让更多人受益，这是我每个

是这次新冠疫情持续的时间较长，这个

生涯中，最津津乐道的事件之一，是

测一下子具象，对，这就是葛继宏，一

想法的初衷。”秉持着这样的初衷，葛

时候，提高公民健康素养，推行公筷，

1995 年在全国第三次少代会期间，他

个善于于细微处做大文章的文化人。

继宏提出设置“发光斑马线”，让“文

就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

策划组织了浙江省小记者团赴京采访活

1988 年，高中毕业的葛继宏揣着

撰文：梁婉君

活的观察和总结。不是灵光乍现，更

明之都”杭州，散发出不一样的人文光

葛继 宏，教 授，浙 江 大学 硕
士，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知名

葛继宏说的这个“必要”，有严

动，并由此成功完成了访谈专题片《冰

格的实验室数据支撑。杭州市疾控中心

心—— 一片冰心在玉壶》。“当时冰

几张粮票就跑到了杭州，他个人的发展

芒；他会奔走疾呼“传承杭州方言”，

策 划人、媒体人。现任浙 江

史已经与杭州这座城市深深嵌合而不可

旨在传承弘扬地域文化，护住一方文

长、浙江传媒学院创业学院

健康危害因素监测所和检验中心的 11

心老人的子女，不想老人被打扰，所以

分。葛继宏说，杭州的气质太让人着迷

脉。这些提案中没有宏大叙事，关注的

荣誉院长、凤凰卫视中国大陆

位疾控专家曾做过一个实验，测试使用

并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当冰心老人知

了，它既有现代城市的摩登感，又有田

都是日常细微，而就是这日常中采撷的

裁，凤凰网浙江总编辑，民盟

“公筷”和“非公筷”用餐后的细菌对

道是来自浙江的小记者们想去探望她的

园诗般的存在，而最让他着迷的是，在

细微，却能引申出悠长的意味。同时作

浙江省委会文化专委会主任，

比。他们在一家餐馆随机点了六道菜，

时候，她欣然应允了，采访过程中，冰

杭州最远离庙堂的市井间，有一种生命

为资深策划人的葛继宏，也很明白“恰

每道菜两份，分别用“非公筷”和“公

心老人与孩子们亲密互动，她很开心，

力在蒸腾，走近了看，那是一种裹挟了

当”的重要性，所以他的提案，看似文

筷”食用。最后每道菜至少留下25

后来专题片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葛

克，用于二次取样。在经过严格的无菌

继宏说，“这种隔代的情感，最容易去

操作采样及 48 小时的冷藏培育后，实

消除壁垒，所以针对家庭实行公筷，我

历史韵味、温柔中又不失泼辣的人情

艺浪漫，却也十分接地气。今年，葛继

味。葛继宏的杭州话已经十分地道，又

宏把目光投向了公筷。
“任何一项提案，都来自于对生

传媒学院文化创意研究院院

事务特别代表兼浙江公司总

全国首批优秀创新创业导师，
浙江大学 MBA 导师，杭州市
政协委员，杭州中华文化促进
会副主席，杭州市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杭州市文化创意
人才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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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 1＋6 模式。1＋6 就是一个孩子带

的六个大人，如果每个家庭都能“1+ 6”

动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去使用公

的话，整个社会的公筷行动就成功了。

筷，孩子对大人传输知识和道理，作为家

除了“公筷日”的“形”，葛继宏

长是很好接受并愿意去捧孩子场的，过程

还想在形式之中填充更多的内容。“我们

中孩子也能体会到价值输出的成就感。”

一直在说优秀文化的传承，其实文化的传

有了起笔和落笔，葛继宏就在考

承不一定要在课堂、要在博物馆，它也可

虑，怎么能把推行公筷这件事，以具象的

以落脚在筷子上”。因为“公筷日”的想

形式将“公筷日”固定下来，加深大众对

法，葛继宏走访了杭州的天竺筷，作为纯

此的印象，葛继宏想到了双十一购物节。

手工制作的筷子，其制作人早前一度认为

“首先，从象形来看，11 . 11 很像两双并

用纯手工制作的筷子已没有太多的意义。

排摆放的筷子。其次呢，双十一作为购物

“公筷日”构想的出现，让这些手艺人们

狂欢节已经足够深入人心，我又一直在

觉得筷子还是有文章好做。

说，1 是健康，0 才是你的财富，购物节

“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丝绸、瓷器，

里如果你的身体都倒下了，谁还去购物

现在就传承的很好。早几年杭州就有丝绸

呢？！所以说，只有拥有了健康，才能过

企业走出去参加国际时装周，这都是在求

上购物节。那好，我们就在这一天提醒

新求变。现在这些产品既有古典的韵味，

你。这一天你会收到四面八方的信息，来

也有现代时尚的品格，有的高端产品定价

提醒你使用公筷的意义，来强化这个认

高昂，但不乏受众。筷子在我国同样是历

知 ”。起笔之前的格局谋划，落笔后的

史悠久，且是人们一日三餐都要去接触的

谨慎推行，葛继宏想把每个环节都考虑周

事物，那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下加入一些新

全，一旦提案可以落地，便是行之可行、

东西？”葛继宏说，“筷子也可以打造

行之有效。

IP，比如说用梁山伯、祝英台为灵感而画

这份建议也得到了浙江省委常委、

出的‘筷筷’和‘乐乐’的卡通筷子造

宣传部长朱国贤的批示：“葛继宏教授

型，借着受众广泛的传统故事，来做筷子

‘全民公筷行动日’的建议很有新意，这

的文章。有型有款有传播，筷子还可以刻

对养成讲文明、讲卫生、防疾病的好习惯

上成语、典故等内容，现在会用筷子的外

有推动作用，也是对疫情防控慎终如始，

国友人这么多，筷子还可以成为文化传播

复工复产化危为机的统筹思维的生动展

的载体呢。”

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深入开展爱国卫

从“公筷日”推进公民健康素养、

生运动，使‘公筷公勺’等文明好习惯蔚

提升健康力，再到筷子产业的拓展和可持

然成风”。

续发展，最后落脚到文化的传播和输出，

5 月 11 日，作为提案落地的第一个行

葛继宏的提案可谓环环相扣，自成一体。

动“ 5·11 我筷乐 —‘小手拉大手’全民

看着窗外似有似无的微雨，葛继宏念了一

公筷特别行动”走进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句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笑

取得了很好的反响。“让家里的小朋友教

着说：“细微处的渗透和改变虽然慢，但

大人怎么做，孩子的话，父母或者爷爷奶

是不容易引起抵触和反弹，一个文明的

奶一辈更愿意听，也更容易接受。”葛继

人，一座优秀的城市就是这样一点点塑造

宏让孩子们行动起来，成为推动“全民公

起来的。”说这话的时候，葛继宏的笑容

筷”行动的主力军，以 5 月 11 日作为一个

里透露出他的智慧和担当。

“于细微处见悠
长”，与其说是葛
继宏的功力，更不
如说是浸润在杭州
久了便会生出的心
性。细微是生活本
身，少见宏大叙
事，更多的是柴米
油盐的日常。生活
中的温度和光，要
靠生活其中的人去
经营和感悟。

特别鸣谢

起点，用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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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时代”说来就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十不惑》《三十而
已》……当下最火热的一系列综艺节目和电视剧，将女性魅力清晰呈现。
无论是社会或家庭，人们愈加意识到女性力量的不可或缺。尤其在家庭
中，女性引导并调和着家庭的氛围，是名副其实的“温度管家”。既经营
好事业，又经营好家庭，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心力。温柔大女人杨莅，就是
这样一位超能女性。

杨莅的说话之道

采访：周琳
整理：孙靓
编辑：周琳
摄影：舒羽
化妆：徐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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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路上。”杨莅把主持人定位

天外有天。原来是野路子，靠着些聪明

成运用语言的匠人，她喜欢手写主持

和冲劲，侥幸得到了一些机会和荣耀，

稿，喜欢文字呈现在恒温的纸上，“雕

但以后要走专业的路子，硬碰硬，没有

琢语言、推敲文字，我常会沉沦其中。

真才实学是要被打回原形的。”也就是

一个人的话语里藏着他看的书、他走过

那一年，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首届招

的路，藏着他的良心和品格。‘说话’

生，杨莅放弃了考上的本科学校，去浙

里包含了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感

广读了心爱的播音主持专业。此时，从

悟，反过来，语言也会化为阳光雨露，

非专业转向专业，杨莅自小一路走来的

输出回撒到世界中去。尤其作为电视

星星点点，汇聚清晰，过往有迹可循，

人，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在更高的平

未来有冀可期，她开始理解到父亲当时

台上输出，说什么、怎么说，是一件非

的那盆冷水，任何时代，任何行业，能

常谨慎的事情。”

天天出现在电视里的“熟面孔”，简直

够站到最后的人，除了自身热爱，还要

工作中的语言如此，生活中的交

可以说是杭州本地版的“国民姑娘”。

有过硬的专业学识。往后的人生，杨莅

流更是如此。“家人之间，不是非此即

杨莅对新闻的最初启蒙来自父亲，父亲

记着父亲的话，也践行着父亲的要求。

彼的。有暖，有刺，都是常态。有时候

是位战地记者，参加过解放战争。童年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做了自己

外面的情绪能带回家并不是坏事，我们

的杨莅常常能看到父亲通宵达旦地工

喜欢并擅长的工作。从个人感情上说，

渴望家人的设身处地，自然也愿意换位

作。“父亲已经离开我二十多年了，现

我觉得继承了爸爸的衣钵，这也是一件

思考，这是尊重，也是互宠 ”。

在回想起他，他仍旧是对我的人生影响

颇有仪式感的事情。”1988 年，大学

杨莅笑说自己在家里似乎没什么

最大的人。在他身上，我看了他对新闻

毕业后杨莅进入杭州电视台，她给自己

“进取心”。“我先生经常会对我说的

工作的投入与敬畏，这种影响，于无声

的职业定位是，坚决不做提线木偶般的

一句话是，杨莅啊，你半点望子成龙的

初连续两个月的雨，让钱塘江的

无息间已经渗入了到了我的骨血里。”

播音员，要成为有血肉、有广度和深度

野心都没有，太佛系了吧？”杨莅的先

水一改静流模样变得汹涌，从位于江

让杨莅记忆深刻的第一次登台是在小学

的电视人。新闻主播、制片人、编导、

生是名牌大学毕业，工作颇有成就，自

边 17 楼杨莅的办公室里，能看到窗外

四年级，参加区里的故事比赛，拿了第

策划人，杨莅将电视行业的诸多岗位做

己又是家喻户晓的主持人，这样颇为优

之江路车辆来回、钱塘江日夜奔涌，比

一名。她隐隐觉得，自己的语言表达能

了个遍，而最让人称道的是，杨莅的每

质的夫妻配置，却曾给儿子带来过不小

起西湖边的柳荡荷映，这样一番景象多

力好像不赖。初三时参加全市的故事比

一次“跨界”都不是心血来潮地玩票，

的压力。“我儿子的学习成绩比较一

了些粗犷的气质。采访这天，杨莅比约

赛，她将故事中人物的方言对话融入叙

她在每个岗位上都能稳稳地交出一份高

般，有时考试没考好会陷入焦虑好几

定的时间晚了一些，出完外景已是下午

述之中，凭借生动的情节、新颖的形式

分答卷。“一年下来我大概会有 120 多

天。后来学校根据考试成绩把学生分为

四点多，穿过城市的晚高峰，杨莅又赶

编排，杨莅站上了冠军奖台。随后，少

场的活动，平均下来 3 天一场。有时候

快慢班，他在慢班属于比较靠前的，但

回到台里审片，这之后才匆匆回到办公

女杨莅的比赛照片上了报纸，借此契机

看到我的工作花絮，我自己也会吓一

是在快班就会垫底了，孩子的心情经常

跳，怎么会那么拼？”说着，杨莅爽朗

随着自己被分到快班还是慢班而起伏，

委员。从事电视工作 32 年，

地笑了起来，她也乐于接受同事们称自

回到家还会发发脾气。”尽管也希望儿

己是拼命三娘。

子一骑绝尘、出类拔萃，但杨莅并不想

室。从旭日初升到华灯已上，这样的工

撰文：梁婉君

是给杨莅泼了一盆冷水：“人外有人、

杨莅又登上了全市元旦晚会的舞台。

杨莅，杭州电视台生活频道副
总监，播音指导，杭州市政协

作时长是杨莅的常态。没来得及换衣

舞台上受人瞩目的成就感不仅满

服，也没来得及卸妆，一身大红色套

足了少女心中丝丝缕缕的虚荣，也渐渐

策划、编导、主持的节目获全

装，使得外形瘦削清冷的杨莅多了些温

洗涤出杨莅的特长和自信。高三那年，

视新闻奖、五个 一工程 奖等

“很多人觉得，主持人最大的特

用挤压鞭打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快班

暖活力。她语速不快，乍听给人柔媚婉

杭州电视台《杭州学生》开播，杨莅成

奖项。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

长就是会说话，舌灿若莲，滔滔不绝。

的同学不用等慢班的同学，慢班的同学

约之感，但稍微听久一点，就会发现眼

了主持人。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背景

但其实三十几年干下来，我从来不觉得

也不必去苛求自己追赶快班的同学，大

前笑意盈盈的她，婉约中包着筋骨。听

下，杨莅清晰流畅的表达、洒脱镇定的

说话是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敢说自己是

家在各自的班级中获得学习的快乐，

一个很会说话的人。要想会说话，把话

千万别因为有同学成绩特別好，就把自

说好，真的是需要智慧，更需要修炼，

己想象成反面教材。”

她说话，充满感染力，极易被打动。
杭州人对杨莅再熟悉不过。这张

台风，让电视台的前辈们觉得，这个女
孩就是“老天爷赏饭”。这时候父亲倒

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电

术工作者、全国城市电视台
节目主持人新中国“60 年 60
人”、浙江省牡丹奖主持人一
等奖，杭州市首届十大文化人
物、杭州市文艺突出贡献奖、
杭州市新闻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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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杨莅在
朋友圈看到词作家
吕齐越致敬援鄂
医护人员而创作的
《等你平安回来的
时候》诗歌时，立
刻联系了吕齐越，
以及视频制作柳
雯、音频制作董
俊，当晚吕齐越就
给了杨莅诗歌的修
改版。杨莅、柳
雯、董骏分别在各
自家中，用12小
时接力完成了这首
诗朗诵录音、音频
制作、视频剪辑。
作品一出立刻引发
了主流头部媒体的
转发，新华社客户
端30小时点击量
突破 100万。

《等你平安回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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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莅对儿子说：“平凡从来都不

“报复性花钱”，反而开始了“报复性

是成功的反义词。任何一个行业金字塔

存钱”。也就是到了这个节点，儿子算

顶端的人寥寥无几，想站上去，天赋、

是真正理解杨莅为何要自己养成存钱的

努力、机会、时势等缺一不可。人群中

习惯，还笑赞妈妈的想法很超前，很

占绝大多数的都是普通人，找准自己的

酷。

定位，认真地工作和生活，那也是件了
不起的事情。”

这就是家人之间的交流，杨莅说
有时候很像跳交谊舞，你进我退，你退

杨莅的理解与共情，让母子二人

我再进。“家庭的沟通，其实是一种自

的相处模式更像一对朋友。“父母要姿

洽，现在大家总是在说人最大的错误就

态放平，孩子更容易获得自信，也更容

是把温柔和包容给了陌生人，却把抱怨

易走近你。”杨莅是独生女，儿子也是

和坏脾气给了最亲近的家人，意在提醒

独生子。独生子女享受着来自父母全部

人们要把最大的耐心、最温柔的话语留

的爱，也承受着成长中无人陪伴的孤

给家里人，这个观点不能说不好，但是

独，内心难免会比较敏感，所以培养孩

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在杨莅看来，

子强大的内心，引导孩子积蓄生活的能

“家是一个人最后的护城河，是完全不

力是杨莅最为看重的。

设防的地方，家人之间要找到一种舒适

比起在儿子学习成绩上的“看得

但又不消极的方式去过日子。尤其是说

开”，杨莅对儿子的另一条要求看起来

话的时候，情绪比事实更重要，如果要

就有些执念，甚至让人意外。“我一直

时刻把理性悬在头顶，那就成了孙悟空

觉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要求

的紧箍咒了，情绪极度饱和的时候，把

儿子养成储蓄的习惯，直白一点就是你

是非对错放在一边，先把情绪拉到一个

要懂得存钱，养成理性的消费习惯。”

安全值上。”

杨莅说，“我们这代人的储蓄意识是

这就是杨莅，既有生动的人间烟

非常强的，但现在 90 后群体的储蓄意

火气，又有冷冽的理性和上升感。这一

识是非常薄弱的，几乎是挣 100 元，花

冷一热，形成合璧的张力。“我不是两

100 元，甚至会想着分期付款买 1000 元

面派，不是那种只会在舞台上说漂亮话

的东西。”

的人。我在生活中的价值观与我在职业

杨莅不赞成这样的消费观，她要

中所呈现的价值倾向是统一的，所以我

求儿子，每年的压岁钱、工作后每个月

自认活得顺畅，因为我不太需要去转换

的工资、年末的奖金，都要拿出定额来

面孔。”几十年的电视工作，杨莅倾听

进行储蓄。但其实杨莅家经济条件不

别人说话，也说话给别人听。理性之中

赖，儿子也没缺过钱，所以他很难理解

常见悲悯、自信中又见谦卑是她执中致

妈妈的这个要求。理解不了，就很难发

和的独特魅力。“好好说话，归根到底

自心底去践行，经常到了月底啥也没存

就是大家舒服。如果别人能从你的话语

下来。这时候佛系妈妈就变成碎碎念的

里得到某些启发或者向上的力量，那就

唐僧，反复教育，再三强调。

更棒了。家里家外，都是如此。”外方

直到经历过今年的疫情，原来敢

内圆，刚柔并济，如同窗外那一江阔

于超前消费的年轻人，变得节约谨慎。

水，也浩荡，也静流，而对生命宽广的

疫情缓解后，年轻人们并未像预期那般

体谅是杨莅不变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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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让原来忙着赚钱的人、忙着享乐的人、忙着挥霍时光的人，
意识到同一件事：拥有健康的身体，多么重要。人们的健康意识，史无
前例地浓烈。作为体育老师、篮球专业裁判，何鲁伟的感受更加强烈：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体育的重要性，意识到健康的身体对心理和精神的
反哺作用。“体育让人快乐，运动会给了无生气的生活带去温度和颜
色，接下来的时代将是体育的黄金时代。”何鲁伟如是说。

何鲁伟的多面人生

理念始终是，让学生从体育学习中找到

前三。校外他还担任杭州市中学生篮球

治愈之道。这条通道不仅通往身体，也

队主教练一职，多次在浙江省中学生篮

能抵达心灵。

球比赛中取得前三名佳绩。

“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它将为

“现在人们仍旧会有一种印象，

人生开辟更多的可能”，不仅是何鲁伟

觉得练体育的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自己实践的人生信条，更是他坚守的执

这是一种偏见！”何鲁伟说，“你看我

教信念。而从某种意义来说，校园体育

们国家的专业运动员，不论在役退役，

教学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老

都有比普通人更饥渴的学习欲望，同时

百姓运动热度的变迁。

也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和超乎寻常的吃

“如果说以前强调的是学生体育

苦耐劳精神。头脑简单，怎么可能掌握

课时间的保障，那么现在的课堂更多关

好各种对抗技能的同时又能做出那些漂

注让学生身心的个性化发展，帮助他们

亮又协调的动作呢？”

养成受益终生的运动习惯。原来的课主
要是要根据教学大纲规定，按部就班完
成内容教学，例如素质类的、体操类

多年的运动生涯不仅让他保有健

跳高。随着自我判断能力的觉醒，何鲁

的、球类的，整齐划一，比较刻板。其

康的身体，也让他形成了坚毅的性格，

伟对体育运动的认知不再是可有可无的

实无非就是让学生在体育课当中动起

更让他养成了时间管理的好习惯。“我

“附属课程”，他对体育的热爱逐渐开

来，在学校能够动起来，通过活动保持

从来不觉得体育仅仅是身体这么简单，

启，“我感觉身体被打开，随着对各类

身体健康，通过锻炼提升身体素质。”

身体是盛放精神的容器，身体与精神是

运动的深入学习和锻炼，我更加了解也

何鲁伟说，“体育教学的质量在逐年走

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

远远的，看何鲁伟走过来，个子

更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我知道自身充满

高，体育老师也逐渐往博而专的方向的

扎根基层 26 年，何鲁伟不仅是杭

很高，轮廓分明。许是因为职业原因，

着更多的可能性，那是一种随着对身体

走，体育课更关注于学生通过课上的菜

州高级中学体育教学的绝对中坚，更是

他走路的样子也像在篮球场上，感觉随

的认知、对各项动作技巧掌握过程中而

单式项目自选，重点让学生掌握 1 至 2

浙江省乃至全国体育界都为人熟知“篮

时会弹跳起来。因为身材管理优秀，步

形成的自信。等进入高中，我就更加明

项运动技能，比如篮球、排球、足球。

球匠人”，因为他还有一个身份——国

伐轻盈，使得 1974 年出生的何鲁伟仍

确了自己的方向和专业，以后我要向体

并且不仅仅停留在简单了解层面，而要

际级篮球裁判。常年执裁 CBA 赛事。

旧保持着些许意气风发的“少年感”。

育专业发展 ”。

深入学习到达一定的层面，甚至进入专

早在 1999 年，涉足篮球裁判领域

业化培养。最终促进学生形成对这项运

仅4年的何鲁伟就被破格评为了“篮

动的爱好，培养终身锻炼的习惯。”

球国家级裁判”，而获得这一资质的

撰文：梁婉君
采访：梁婉君
编辑：孙丹
摄影：舒羽

1983 年，读小学三年级的何鲁伟
被老师拎去了校运动队。“其实当时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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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赛场的“执法者”

扎根基层的“明星老师”

懵懂懂的，也没有运动基础，老师见我

1994 年，何鲁伟从杭州大学（现

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摸索，何鲁伟

正常时间需要 6 到 8 年。时间上的“快

个子高，手长脚长，就把我选去了”。

浙江大学）体育系毕业，到杭州市高级

已逐步构建和形成了一套“简、实、

和省”，背后藏着的是“多和好”。

校运动队里，何鲁伟练了三年的羽毛球

中学成为一名体育老师。“就我自己的

高、效”的“何式教学风格”，深受学

“本职工作不能受影响，所以就用业余

和田径，每天至少两个小时的训练时

学习和从业之路来说，我认为体育不仅

生喜爱。杭州市教坛新秀，全国十佳活

时间，节假日和双休等等，统统不放

间，雷打不动。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

是我的专业和安身立命的工具，它让我

力园丁，杭州市教育劳模等殊荣都是业

过。”何鲁伟说，“那几年，几乎所有

候，何鲁伟从运动队里撤了回来。“可

的生命更顺畅了。有些时候，内心有负

界对何鲁伟教学的高度认可。

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裁判的专业学习和实

能父母还是觉得，体育不比文化课，学

面的情绪，我就会去跑几圈或者打一场

除此之外，何鲁伟还肩负着校田

战练习上，一场一场地吹比赛，每一场

体育的话会挤压文化课的时间，也会影

球，等到运动结束，那些负面的东西跟

径队和篮球队的日常训练，他通过整合

都当作是自己赚到的经验。要成功没有

响后面的升学 ”。然而，何鲁伟与体

着汗水蒸发了大半。运动使我的生命温

自己的社会资源，常设了高一的“篮球

捷径的，你要去掌握一个技术要领，只

育的缘分并未就此了却，进了初中，何

度，保持在了一个相对舒适的恒温状

社团”和“传统弓箭社团”。学校篮球

有一个办法，去练习，去征服，此外还

鲁伟又被选去了校运动队，练习篮球和

态。”带着这样的感受，何鲁伟的教学

队在杭州市中学生篮球联赛中常年保持

有别的办法吗？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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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一直扎扎实实做功课的

袭，不少朋友会来向何鲁伟取经，如何

何鲁伟，被国际篮球联合会授予“篮球

锻炼身体，保持好的身心状态。何鲁伟

国际级裁判”称号，至此，他也是全国

说，还是要尊重个体。“我发现这两年

中学届唯一的一位篮球国际级裁判。

很多朋友会去刷马拉松，一场一场地

“我很享受在球场上的时光，运动员在

跑，集奖牌。但我想提醒大家，任何

挥洒汗水，看台上是热情的球迷，呐喊

运动都要量力而行，尤其作为普通运

声震耳欲聋，激情飞扬。”就是在这种

动者，大剂量的运动不等于就是健康

令人眩晕的氛围里，何鲁伟需要始终保

的。”何鲁伟说，“运动前的热身准

持着理性和公正的立场，做到这一点，

备、唤醒肌肉群，运动后的拉伸放松、

不仅需要体力的支撑，也需要强大的心

释放疲劳，这些动作都非常重要，直接

理镇场。五年前，何鲁伟执裁的一场

影响运动的质量和身体健康。体育运动

CBA 比赛，离比赛结束还有七八秒钟

应该是一项身心愉悦的活动。它当然也

的时间，何鲁伟判罚了主场球队违规，

会有伤痛或者挫败感，但是通过克服困

顿时全场沸腾，主场球队和主场的球迷

难和打开身体，身体机能与心理素养其

的抗议声排山倒海而来，不断给裁判施

实是呈螺旋式上升的。”

压。因为这一关键性的判罚，将使得这

适度运动，科学运动，更体现在

支主场球队失去获胜的最后机会。“没

对运动的认识和对健康的理解上。“运

有身在现场，很难体会那种气氛。球迷

动可以提高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

们观赛时的热烈激情，在那一瞬间全都

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运动后的身体保温

化成了熊熊怒火，我是那个唯一的目

不能轻视。”何鲁伟说：“运动过后身

标。”是留在场上继续执裁还是先离开

体会出现 1 至 2 小时的免疫空窗期，这

场地躲避风头？何鲁伟看了眼近在咫尺

时候人体的免疫力是下降的，容易患

的安全门，选择了留下。“我对自己的

病，所以一定要做好身体的保暖，尤其

判罚有信心，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我

是防止吹风。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运

需要做的是给运动员们一个公正的交

动员在运动过后走到户外会把衣服穿

代。”如果判错了呢？“真的判错了我

上，天冷时甚至会戴上帽子。”

也要认，我会承担后果。以当时的情形
来说，我认为我必须留下，守住一名裁
判的权威。”坚持到底的何鲁伟是对

作为杭州市政协委员的何鲁伟，

何鲁伟，浙江省特级教师，全

的，事实证明他的判罚没有问题，经过

也把目光放到了所有孩子的身心安全之

国中小学教育委员会委员，

视频回看，主场队员和主场的球迷接受

上。“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孩

部中学生体育协会篮球分会

了何鲁伟的判罚。裁判的尊严和公正大

子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是件天大的

裁委会主任。杭州市政协委

旗，何鲁伟扛住了。

事情。所以我觉得孩子们进入校园后，

篮球国际级篮球裁判，教育

员，杭州市教坛新秀，全国十

校园里应该筑起铜墙铁壁，保障孩子们

佳活力园丁，杭州市劳模。担
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篮球
技术官员，2011年亚运会篮
球技术官员，常年执裁 CBA、
WCBA、CUBA 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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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安全的“守护神”

朋友圈里的“运动网红”

的身心安全。”去年，何鲁伟的提案

作为职场上的风云人物，何鲁伟

《AED（自动心脏除颤仪）进校园》

也是朋友圈里的网红。这一场疫情来

已经被作为杭州市重点提案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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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下的
智慧城燃

从 2G 到 5G，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变

行业数字化管理开创了新的杭州模式。各

城市门站就像人体的“心脏”、燃

类智能终端设备联动，以表图的形式展

气管道犹如人体“血管”，拥有强劲的心

销风口，结合 VR 和 AR 技术，虚拟的现

示，发挥直观、立体和空间化的优势，达

脏和健康的血管才能源源不断地将天然气

实与真实的体验无限接近，未来将有着颠

到智能采集、数据实时变动、业务实时流

输送至千家万户。那么，“心脏供血”充

从“互联网+”概念到数字经

覆式的消费体验改变；在出行领域，车联

转、分析研判和辅助决策功能的实现，平

不充足？“血管”是否延伸到每家每户？

济概念，在快速发展及科技进

网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将真正解放驾

台利用数字的力量赋能杭燃集团旗下“杭

有没有“失压”（即管道供气不稳定）？

步的时代，传统的运营模式越

驶员的双手，稳定的网络会让出行更为安

燃供气、杭燃服务、杭燃优家、杭燃体

哪部分需要紧急“止血”（即管道破损需

来越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全；在医疗领域，远程诊断、远程会诊将

验”四大产品，打造燃气智慧驾驶舱，提

要停气），确保燃气管网安全运行的背

“数字化转型”成了燃气行业

变得更为精准，甚至基于通信、传感器等

升城市燃气安全运营能力，为百姓带来更

后，需要的是一整套数据分析及决策预警

技术，远程手术不再是梦。

加便捷优质的服务体验。

等方面的机制。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文字提供 / 潘长勇、何婧

化？在零售领域，直播成了行业里的新营

化平台效果图

2016 年，杭州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

编辑 / 孙靓

城市大脑，开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治

图片 / 何婧

理城市的新征程。作为数字经济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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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燃气数字可视

数字可视化平台以管网运行监控

数字管网让城市供气更安全

等多套系统作为支撑，打造一双“黄金
眼”，对门站、高中压调压站、应急气源

者，2020 年，杭州燃气集团重磅推出全

7000 余公里高中低压管线，5000 多

站的温度、压力、流量等指标实时“诊

国首个燃气综合数字可视化平台，实现了

个运行站（点），从 1987 年杭州大关路

断 ”，用 动 态 数 字 、 曲 线 或 图 表 展 示 出

信息化向数字化升级的关键一步。

的第一条、第一根煤气管铺设，到后来

来，城市燃气管网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在

杭州燃气数字可视化平台是 2019 年

“西气东输”天然气入杭，随着城市化进

平台上，管网运行工如同一个个“小医

杭燃集团 13 个重点推进的信息化项目之

程的不断加快，杭州城市燃气管网不断延

生”，365 天不间断检查管网是否安全，巡

一，平台的打造不只是技术革新的象征，

伸。截至 2019 年，天然气已惠及杭城 560

检抢修人员和巡检抢修车辆在大屏上实时

更是在管理模式上的突破，它为全国燃气

多万百姓。

显示 GPS 定位信息，实现线上线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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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ANALYSES
互联互通，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很快

请求维修，坐席人员通过呼叫系统接听用

锁定“病灶”部位，下达指令更精准，现

户电话，需要打开用户信息管理系统根据

场处理更快速，对城市供气安全和老百姓

电话号码查询用户姓名、地址等基本信

用气保障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息，再根据用户信息前往安检系统进行派

尤其在疫情期间，在数字可视化平

单，多系统操作，用时常常超过 5 分钟。

台精准调控下，以城市用气情况绘制的燃

现在，坐席人员在接听到电话后，

气热力图，在了解不同区域复产复工情况

系统能直接弹出用户姓名、地址、用气情

的同时，直观、立体的方式，更便于城市

况、历史报装维修情况等相关信息，1 分

供气的区域调配。

钟内根据用户地址直接派工单至 6 个综合
服务站中离用户最近的一个站点，燃气服

数字服务让百姓生活更便捷

务人员立即上门解决问题。数字化杭燃服
务让百姓需求响应更及时、便捷。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了让

杭州燃气数字可视化平台成为打通

杭州百姓享受智慧便捷的服务，历经一

管网与用户服务的“神器”，为辅助管理

年，杭州燃气与金卡易联云共同打造的用

决策和运行抢修调度插上了翅膀。为进一

户管理系统正式上线，全新重构的系统打

步构建智慧城燃，未来，杭州燃气与金卡

通用户业务办理、坐席服务、安检抄表

易联云将推动平台围绕打造城市智慧燃气

等 17 套系统墙，打破数据孤岛，让服务

大脑的目标进一步升级，数据覆盖范围扩

“又快又好”，打造百姓专属“贴心管

大至燃气和非气全产业，提高实时数据比

家”。同时，新系统与杭州燃气数字可视

例，引入大数据分析、预警及预测等深度

化平台无缝对接，用户用气、热线电话、

数据应用技术和 5G 应用场景，实现高科

纳量、应急气源站

业务办理、户内抢修等信息在大屏上一一

技展示和生产应用的深度融合，为全国燃

储气量、各站点年

呈现。

气行业数字化管理创造出“世界一流”的

杭州燃气数字可视
化平台之杭燃供气
版块，可直观、立
体化地呈现杭州整
个城市的输气管道
分布，并实时统计
年度天然气累计接

度外供量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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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燃气用户致电杭州燃气热线

杭州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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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1 立方米天然气的发热量约为

暖能源消费量并不大；另一方面，杭州城市建筑

8600 大卡，而1度电产生热量为 860 大卡，也就

保温效果相对较差，若采用集中供暖会造成不必

是，产生同样热量需消耗 10 度电，费用远远大

要的能源浪费。”魏楚对记者说。

于 1 立方米燃气的费用，相比较而言，天然气取

成本难题尚待突破

暖设备更经济节能。

创新化供暖模式、定制化供暖服务的背后往

据介绍，燃气壁挂炉以天然气为能源，供暖
能力稳定可靠，出水温度在 40 — 75℃ 之间，可

往是不小的供暖费用支出。
记者了解到，一套约 60 平方米的住宅房，

同时作为采暖热源、提供生活热水。事实上，这

无论是采用地暖还是墙暖，设备购买、安装施

类采暖模式在北方地区也已广泛普及。
“推行天然气分户式供暖后，家里装上了与
北方供暖一样的‘暖气片’，热源由燃气锅炉提

工费用一般约需 2 万元左右，每个月采暖费用在
1000 — 2000 元之间。
这对从未交过“供暖费”的南方市民而言，

供，每个房间的暖气都能单独调节温度和开关，
冬天舒服多了！”家住杭州的朱先生对于现如今

能接受吗？
“确实有部分家庭认为杭州的冬天‘熬一

的冬季生活十分满意。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杭州已有近 9 万

君坦言。

户家庭可享受天然气“分户式供暖”。

魏楚亦指出，由于天然气价格波动，导致家

分户式“量体裁衣”迎合南方特色需求

庭采暖费用、供热公司经营风险不可控，这可能

记者从杭燃集团获悉，该集团向市民提供

9 万户，这座南方城市
为分户式供暖开了好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提交了关

从近两年各地的实践情况看，不少地方已

“量体裁衣”的墙暖、地暖“一条龙服务”，一

经摸索出各具特色的清洁供暖解决方案。其中杭

般情况下，一套 100 平方米左右的房屋施工周期

州推行的“天然气分户式供暖”已获诸多赞誉。

不超过 3 天即可完成。

9 万户家庭享受舒适清洁取暖生活

熬’就过去了，不愿意承担这部分费用。”朱琴

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杭州分户式供暖发展的瓶
颈。
“建议供热企业通过扩大用户数量以获取规
模效应，从而降低安装和维护费用，有效降低供

谈及杭燃集团为何向家庭用户推出“分户式

暖成本。”魏楚说。

供暖”服务，朱琴君指出：“分户式供暖可自由

“杭州共有约 135 万户常住居民，相比之

于“南方供暖”的提案议案，这让“南方供

“每到 12 月份，室内冷得像冰窖，不开空

调节使用时间和用热空间，使用更灵活，建筑保

下，分户式供暖占比还比较小，未来杭州采暖用

暖”成了今年夏天的“话题王”。但与以往不

调会冷，但开了空调又干燥得很。”提起以往冬

温设施和居民居住习惯等方面，也更符合杭州特

户的增量空间将十分可观，低碳化、绿色化、高

同的是，目前社会关注点已不仅仅围绕“南方

天的取暖经历，家住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的张

性。”

效化将成为杭州供暖市场‘主旋律’。”朱琴君

需不需要供暖”，而是更多延伸至南方该采取

女士就紧锁眉头。

什么样的供暖模式，可选技术路径有哪些？
撰文 / 张金梦 编辑 / 张胜杰 图片 / 孙丹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魏楚进一步

表示，“我们正致力于将工程建设、项目施工、

“杭州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

分析称，杭州以第三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相对清

后期运维等全过程成本降到最低，使用户能获得

雨，冬季较阴冷潮湿，每年 12 — 1 月，是杭州一

洁，居民采暖需求多样化，拥有较高的支付能力

稳定且较为普惠的采暖服务。”

年中最冷的月份，室外最低气温一般在 -3 ℃ —

和支付意愿，这些特性使得定制化分户式供暖更

0 ℃ 之间，室内体感温度更低，没有供暖设施还

易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在建言杭州供热事业下一步发展时，魏楚认
为，首要任务就是为杭州供暖发展引进资金、技

是挺难熬的。”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那么，杭州地区可否照搬北方城市集中供热

术支持，减少政府财政补贴压力，为供暖市场提

“杭燃集团”）副总经理朱琴君对记者说，但与

模式？在魏楚看来，无论从杭州用户采暖负荷特

供积极的竞争环境和稳定的营商环境，从而为居

暖气相比，空调采暖无论是从节能角度，还是舒

点，还是建筑节能角度，集中式供暖均不能成为

民取暖提供更加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魏楚同时

适性角度，都要逊色不少。

优选。

建议，杭州应进一步引入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

基于此，杭燃集团于 2017 年 3 月推出了定制

“一方面，杭州地区供暖时间相对较短，冬

等技术，创新多样化解决方案。同时还应通过积

化的天然气分户式供暖模式，并开发出了燃气壁

季实际需要供暖时间约 2 个月，且杭州需供暖的

极宣传引导，消除公众偏见，进一步赢得共识，

挂炉 + 地暖、燃气壁挂炉+墙暖两类集成上门服

用户数量少而分散，采暖负荷较小、波动大，供

以最大化规模经济效应。

务，以满足用户不同消费时长和消费特点的取暖
需求。
“相较于电空调采暖，天然气家庭分户式供
暖更为经济节能。”朱琴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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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全球经济复苏需

他提醒各国必须信守承诺，到 2050 年实

而如今，丹麦已经走在了风电领域发展的前

要采取几大核心措施：不再把钱浪费在化石燃

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并在明年第二十六届联合

列。丹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电开发商

料上；对工业的扶持援助措施必须符合巴黎气

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提交更多具有目标性的国

Vestas，2018 年，丹麦 41% 的电力需求来自风

候协定；在所有的金融决策中都要考虑气候变

家气候计划。

能，为欧洲最高水平。Dan Jorgensen 说，丹麦

化风险；创造更多绿色就业机会；企业必须公

与会者对国际能源机构提出的可持续复

批准在两个“能源岛”和一个新的风电场建设

苏计划表示赞赏，该计划提出了 30 项雄心勃

总量为 6 吉瓦的海上风力发电项目。其中一个

“煤炭不应该在 COVID-19 大流行后的经

勃的政策建议和有针对性的投资。这个与国际

岛屿将是在北海建造的人工岛屿，两个岛屿都

济恢复计划中。”古特雷斯称，过去十年风能

货币基金组织（I M F）合作制定的计划将推

将作为能源开发的基地。

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在

动全球经济每年增长 1.1%，每年节省或创造

英国经济、能源和工业部战略大臣Alok

大多数国家，每千瓦时太阳能比煤炭便宜。可

900 万个就业机会，避免排放量反弹。为了达

Sharma说：“由于电力行业的排放量占全球

再生能源的商业案例几乎在每个市场都表现得

到计划目标，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全球每年需

的四分之一，清洁能源对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

比煤炭项目更加出色。

要投入 1 万亿美元。

要。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告诉我们，要实现《巴

布旨在实现净零排放的计划。

IEA召开清洁能源峰会

古特雷斯赞扬了那些致力于以发展清洁

与会者探讨了 4 月份全球能源报告，发现

黎气候协定》的目标，需要使全球在清洁能源

能源为经济复苏计划的政府，特别提到了欧盟

全球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量均出现历史性下降。

方面的投资速度增加一倍。”Alok Sharma 称

7 月 9 日，国际能源署（IEA）召开了清洁能

和韩国，并强调了尼日利亚如何改革其化石燃

5 月份的《世界能源投资报告》警告称，2020

每一个发展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国家和公司

源转型全球峰会，共有 40 个国家的代表参与

料补贴机制。同时，古特雷斯警告称，很多国

年全球能源投资将大幅下降 20%，这将对清洁

都为降低能源成本做出了贡献。每当全球太阳

了此次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督

家和政府没有做好能源转型的准备，实现“经

能源转型和安全产生令人担忧的影响。

能和风能的装机容量翻一倍，它们的成本就分

促各国停止对煤炭行业的投资并承诺停止新建

济绿色复苏”的机会很可能被依旧投入资金支

“今年全球 能源需求急 剧下降，排 放 量

别下降 28% 和 15%。自 2012 年以来，英国海

煤电站，以实现向清洁能源的转型。

持化石燃料公司的政府和新启动的燃煤发电站

也大幅下降（由于 COVID-19 导致世界各地实

上风电的成本下降了 70% 以上。今年 4 月至 6

项目所浪费。

施活动限制）。但这种下降是否会反弹，目前

月，英国有 67 天未使用煤电，Alok Sharma 表

无法预知。”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 Fatih Birol

示，英国承诺到 2024 年全面停止使用煤电。

编辑 / 江涛 图片 / 孙丹

说。

日本目前正致力于确保可再生能源的基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COVID-19

本电力负荷，并将实施鼓励逐步淘汰煤炭和减

大流行凸显了通过政策协调和公开透明的交流

少煤炭出口的政策。但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梶山

合作来优化清洁能源结构的必要性。他表示，

弘志则认为，不同国家的具体能源情况不同。

中国将继续大力发展水电、光伏、地热、生物

他表示，没有任何一条道路能够实现脱碳。不

质能等清洁能源以加强能源安全。

同国家有自身独特的需求、能源组合和需要克

在由挪威石油和能源部长 Bru 和智利部长

服的挑战。

Jobet 共同主持的“加速清洁能源技术创新”

并不是所有的与会者都赞成禁止化石燃

的高级别小组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如何扩大

料的使用。美国能源部长 Dan Brouillette 表示

关键新技术的应用规模，如电池、氢气、碳捕

反对任何对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燃料的

获、利用与封存（CCUS）和生物能源。

禁令。他说：“可再生能源本身目前并不能成

丹麦气候和能源部长 Dan Jorgensen 表

为任何国家电力的稳定依靠。每个国家都可以

示，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当前能源转型的必

从更广泛的燃料组合中获益，以保持电网的正

要行动，新技术将在未来更好地服务于能源开

常运行。创新技术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

发与使用。他举例说，1991 年丹麦建立全世

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如果一种能源不那么清

界第一个海上风电场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一

洁，科技会努力使其变得更清洁，最终成为完

项目，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能源发展方向。

全清洁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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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翻了 2 倍多，其中石油消耗量占一次能源消

约占 8 %，石油占比相对较低，仅有 1 %。

耗的 80% 以上。为了降低中东石油进口的贸

通过区域供热系统的燃料构成可以清晰

易依存度，日本政府采取了新的能源政策，其

地看出，日本供热行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中区域性供热系统被认为是提升能源效率和实

有了飞跃性的提高，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较低占

验替代能源的十分重要的实施方向。

比也为日本进一步降低能源外部依存度提供了

第三、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良好基础。同时，热电联产、冷热联产、城市

使得暖房和空调成为改善生活品质的必需设

固体垃圾的再利用等多种手段的应用不仅促进

施。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区域性供热与

日本区域供热系统的能源利用结构和燃料构成

空调的行业研究与业务实际不断铺开，暖房和

结构不断优化，这在满足日本经济社会较高的

空调的安装量也逐渐上升。同时居民建筑的抗

热量需求的前提下又很好地满足了绿色环保的

震技术也有了长足发展，高楼林立和公寓众多

要求。

的城市群修建区域性供热系统显得尤为经济，

间企业，占比高达 85%。这些民营企业包括燃

区域供热的供热负荷随着不断加码。

日本区域供热为何
发展迅速 ?

具体而言，日本的区域性供暖行业的兴
起有着各式各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
日本主要以环境压力和居民改善生活品质为动

日本区域供热系统燃料构
成占比图

从供给方来看，日本供热企业大多是民

日本迄今为止已经有 138 个区域性供热系

气公司、热电厂、不动产公司、运输公司等

统在运行，2000 年的时候供热区域面积就达

等，剩下 15% 的区域性供热系统则有自治体

到了 3648.8 万平方米，但普及率相对较低，居

出资的企业予以补充提供。

民仍以空调、桌炉等分散式采暖的电采暖或灯

日本的供热行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

油采暖方式为主。从地区分布上来看，区域性

趋于成熟，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供热体系。

供热系统仍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

其主要有特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日本冷暖房

热需要密度负荷较大的区域。其他道府县地区

的集中供热供冷系统规模较小，且多用于办公

以电力、天然气、灯油等方式的分散式供热为

楼等商务设施，住宅用冷暖房占比较小，近年

主，辅之以区域供热系统（主要集中在少数中

来冷暖房比例有抬升的趋势，但居民部门取暖

心城市和县首府的公寓和工商业用户）。

多用暖桌、空调等电暖设备等分散式采暖方式

力源掀起了热供给事业的建设高潮。二战之

由日本热供给事业协会和经济产业省的

为主。第二、日本区域性供热系统发展迅速，

日本是东亚经济强国，人口约为1.3 亿，GDP

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末日

数据可知，截至 2014 年 8 月，共有 78 家供热

以东京为中心的东京都都市圈泛关东地区占据

世界排名长期居于世界前三，拥有世界知名的

本通过通产省的 1955 体制战略导航奠定了日

企业为日本 138 个城市提供了供热服务，热量

了全国热消耗量的一半以上。第三、日本的采

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等城市群。气候上

本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同时，

销售额也早已突破 20000 万亿焦耳。从用户构

暖设备与供热系统要兼顾节能环保和抵抗自然

日本属于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终年温和湿

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也造成了日本严重的经

成上看，供热企业热销售量 95% 主要供给工

灾害的要求，这是资源稀缺、地震灾害频发的

润。南北气温差异十分显著。绝大部分地区属

济、社会问题，区域性供热和供冷系统也应运

商业用户，5% 为居民部门冷暖房使用。若将

国情所决定的。第四，日本区域性供热系统发

而生。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予以阐述：

使用用途分为供热、热水和冷热联供来看，冷

展迅速，供给模式逐渐多元化。

于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夏季漫长、冬季湿
冷。北部的北海道却属于亚寒带，1 月平均气
温 -6℃，7 月17℃。发达的经济环境和季风
气候的特性让日本发展区域性供热系统和冷热
联供有着先天的基础条件。
撰文 / 江小鹏 魏楚 编辑 / 张金梦

第一、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倒

热联供占据了热量需求的 58%。

多元化供热是日本近年来供热行业发生

逼日本城市群集约化供热来进行节能降耗。大

在日本，供热企业相较电力行业和天然

的一个新特点。21 世纪下，环保压力和气候

城市群实施区域性集约化冷热联供是改善城市

气行业规模较小，一般在热需要密度较高的地

变化等原因加快了日本热供给事业的产业结构

环境的有效方法，于是日本政府在制定《公害

方集中供给。在这些区域性供热系统中，供热

升级与优化，绿色清洁的多元化供热形式在日

防止法》时将区域性供热供冷系统作为重要的

企业主要使用的燃料主要由燃气、热电厂的余

本逐步大量推广，它可以在有效保障居民热需

提案予以研究，环保部门后续也直接参与了区

热、废弃固体垃圾余热、石油等组成。这里

求的同时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实现低碳环保无

域性供热系统的建设与推广工作，这成为日本

面，燃气的使用比例最高，约占 7 成。电力产

公害的城市建设目标，提升城市功能性与绿色

三大都市圈区域性供热系统发展的重要推手。

生的余热供给约占 16%，垃圾废热产生的热量

美观度。

第二、区域性供热系统作为节能增效的
有效手段能很好地解决日本战后能源需求量集
急剧增加的瓶颈。二战之后，日本经济的快速
腾飞使得工商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能源消耗量快
速增加。1970 年相较 1960 年的一次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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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燃优家
HR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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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展示 仅供参考

锅炉

客户杨先生新房墙暖安装

经典款报价（暗装）

今年年初，杨先生在燃气服

尊享款报价（暗装）

[1]

用户
选择

务厅 办理业务时，在展示区域
看到燃气壁挂炉，当下便找来工
作人员了解采暖产品。由于杨先

锅炉及辅机设备

生家正在装修，工作人员推荐了
书房

钢制板式散热器
（暖气片）
600×800mm

暗管安装的暖气片。

厨房

燃气服务厅地址 : 杭州市天目山路32 号

何为暗装暖气片
暗装是最为流行的方式，它
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装修效果，但

钢制板式散热器
（暖气片）
600×800mm

未装修完成的新房。如果采用暗
装的方式，地面和墙壁的暖气片
就要进行开槽。结合实际情况，

7980 元

15229 元
可满足采暖及生活热水用水两种需
求；整机法国原装进口，使用年限
长达15年以上；生活热水调节范围
30℃至70℃，采暖调节范围30℃至
90℃；最大运行状态耗电量165W；
尺寸为763×450×345mm。

[2]《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规定，
住宅应在平面布置和建筑构造上采取防噪声措
施。卧室、起居室在关窗状态下的白天允许噪声
级为50dB(A声级)，夜间允许噪声级为40dB(A
声级)。

度，并清理槽内的垃圾，确保施
工环境干净。
卫生间

德地氏
MS24MIFF
壁挂炉

国产品牌。可满足采暖及生活热水
用水两种需求；使用时噪音在48dB[2]
以下；生 活 热 水 调 节 范 围 3 5 ℃至
6 0 ℃，采 暖（散 热 片）调 节 范 围
40℃至80℃；最大运行状态耗电量
119W；尺寸为735×400×335mm。

是必须要通过开槽走管，适用于

施工人员会设置槽的宽度和宽

客餐厅

杭燃优家
HSB2401
壁挂炉

室内高温散热器采暖系统
安装后成品图

客卧

主卧

钢制板式散热器
（暖气片）
600×800mm
阳台

钢制板式散热器
（暖气片）
600×800mm

600 × 800 mm 5 组

600 × 800 mm 5 组

索兰德 钢制板式散热器

玻玛 钢制板式散热器

土耳其进口

芬兰进口

6120 元

8795 元

产品 表 面 采 用国际 最 先 进 纳 米 技
术，具有“防尘、耐潮、耐酸、抗擦
划”能力，确保长达10年的质保使
用年限；最高工作水温可达95℃；
5 种 不 同 高度（3 0 0 至 6 0 0 m m 间
隔10 0 mm、90 0 mm），27种不同
长度（4 0 0 mm至30 0 0 mm，间隔
100mm）可供选择。

产品表面经五步上色法“去油脂、磷
化处理、第二代KTL电泳底漆、环氧
树脂粉末喷绘、200℃高温烘烤”，
达到长期防腐效果；占用较小的体
积，最大程度减少空间占用率；多
种安装 方 式,有弹簧支架、德 式支
架、落地支架安装等。

设备安装、辅料、施工
12000 元

12000 元

26100 元

36024 元

20880 元

28819 元

总计

HEATING
墙暖布局 LAYOUT

越秀星汇
三 室一厅 一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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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每个房间的暖气片都可以独

8 折优惠价

立的控制，只要拧动温控阀，就
可以轻松地掌握室内的温度。

967266

定制专线

＊以上为参考价格，最终费用以实际情况为准。

实例展示 仅供参考
客户陈女士老房墙暖加装

经典款报价（明装）

对于产妇和新生儿来说，
冬季保暖尤为重要，这也是刚晋
升为奶奶的陈女士关注的事。儿
媳妇产后在家坐月子，陈女士经

钢制板式散热器
（暖气片）
600×1200mm

锅炉

尊享款报价（明装）

用户
选择

锅炉及辅机设备

过了解比较后选择加装墙暖设
备。由于陈女士家是老房子，近
期也无重新装修计划，因此明管

林内
RBS-24G55
壁挂炉

威能
L1PB27-VUM
242/5-5(H-CN)
壁挂炉

12500 元

17180 元

安装暖气片最为合适。
何为明装暖气片

卫生间

厨房

储藏室

钢制板式散热器
（暖气片）
600×2000mm

次卧

钢制板式散热器
（暖气片）
900×1000mm

明装暖气片舒适快捷，安装

日本品牌。生活热水±1℃，精准恒温
技术；智能宽幅恒温控制技术，分段
燃烧，节能更高效；停水温升6.8K,
关水再开不烫；生活热水预热模式，
出热水更快；WiFi远程控制，一键智
能采暖；自动、快速、节能、外出、预
约等五大采暖模式；全新静音结构
设计，噪音低至42dB；彩钢面板 一
见倾心；船用级无氧铜热交换器。

不受限制，新老房子都适用，尤
其是老房子的加装，将管道布置
在踢脚线和天花板的位置，使暖
气片直接裸露在室内。暖气片的
造型时尚大方、美观新颖，安装
既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又能起到
良好的装饰作用。

钢制板式散热器
（暖气片）
600×1600mm

阳台

客厅

餐厅

主卧

德国原装 进口。供暖 /生活热水两
用，24/28/36kW三种输出功率；液
晶显示屏，蓝色背光，100余种海量
信息显示；独有的“四点温控”技术
保证热水温控精度达到±0.5℃；生
活热水速热功能，欧洲三星级用水
品质；设备集成有外置水泵联动功
能，适合中国传统式大阻力采暖系
统设计；结合威能附件可通过电脑
或手机远程控制；结合水罐使用可
满足用户大水量需求。

室内高温散热器采暖系统
安装后成品图

次卧

阳台

900 ×1000 mm 1组

600 ×1200 mm 1组

900 ×1000 mm 1组

600 ×1200 mm 1组

600 ×1600 mm 1组

600 ×2000 mm 1组

600 ×1600 mm 1组

600 ×2000 mm 1组

索兰德 钢制板式散热器

玻玛 钢制板式散热器

土耳其进口

芬兰进口

8110 元

10773 元

产品 表 面 采 用国际 最 先 进 纳 米 技
术，具有“防尘、耐潮、耐酸、抗擦
划”能力，确保长达10年的质保使
用年限；最高工作水温可达95℃；
5 种 不 同 高度（3 0 0 至 6 0 0 m m 间
隔10 0 mm、90 0 mm），27种不同
长度（4 0 0 mm至30 0 0 mm，间隔
100mm）可供选择。

产品表面经五步上色法“去油脂、磷
化处理、第二代KTL电泳底漆、环氧
树脂粉末喷绘、200℃高温烘烤”，
达到长期防腐效果；占用较小的体
积，最大程度减少空间占用率；多
种安装 方 式,有弹簧支架、德 式支
架、落地支架安装等。

设备安装、辅料、施工
9800 元

9800 元

30410 元

37753 元

24328 元

30202 元

总计

HEATING
墙暖布局 LAYOUT

万安西苑
三 室一厅 一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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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管道及暖气片要安装在防磕

8 折优惠价

碰、防潮湿的位置，使暖气片能
直接地裸露在室内。

967266

定制专线

＊以上为参考价格，最终费用以实际情况为准。

墙暖

Q &A

墙暖的制热是什么原理？
墙暖也称暖气片式采暖系统，主要由暖气锅炉和暖气片组成，供热原
理是由天然气烧热锅炉水输送到各个暖气片里，从而温暖整个房间。
暖气片采暖时将室内温度控制在 18 — 22℃ 之间，舒适性高。
淋浴器

卫浴散热片

热水
飘窗型散热片

燃气

标准型散热片

燃小厨
GOURMAND

自来水

墙暖安装会破坏整体装修吗？

墙暖多久能让房间暖起来？

无论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未装修还是已经装修的

暖气片升温快、采暖效果好，无需等待预热，大约

房子，都可以安装暖气片。相对于其他采暖方式来

2 至 3 分钟开始散发热量，开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明

说，暖气片安装十分简便，无需破坏地面，无需在

显感到热度。暖气系统进回水温度高，可以通过暖

墙面开槽，只是将暖气管道铺设在墙面、天花板等

气片直接将热量快速散发到室内，片刻时间房间温

处，不会对原有的家装造成破坏，也不会影响到正

度就开始上升，采暖热效率非常高，很适合家庭高

常的家居生活。无论是实木地板、复合地板还是瓷

效率采暖需求，特别适宜老人和孩子这些对寒冷敏

砖、大理石地面，都符合暖气片的安装条件。

感，需要短时间就能感受到温度的人群。

墙暖使用贵吗？

墙暖使用安全吗？会不会烫伤？

供暖周期灵活，单独房间的温度可以自由调控，不

暖气片散热效果非常好，但也有人担忧是否有烫伤

仅是没人住的房间可以不开，即使白天上班或者短

风险。实际上，暖气片表面温度在 50 度左右，用

时外出可以完全关闭，也可以保持锅炉开启状态，

手触摸暖气片会感觉很热，但人有本能反应，即使

这样管道内的循环水流还是会处在保温状态，晚上

碰上也会马上缩回来，不会造成瞬间烫伤。暖气片

回家后就能快速的达到温暖舒适的室内温度，燃气

一般安装在窗户下或者门后等非经常接触的区域，

费用也比从零开始加热要更省。

使用安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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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孙丹

编辑／孙靓

以荷入馔
荷花大概是最为人所熟知的，
代表着夏季的鲜花之一了。
其风骨圣洁，其风姿旖旎，
更妙的是它可药食同用，
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中有记载，
荷花、莲子、莲房、莲须、莲子心、荷叶、荷梗、藕节
等均可入药。但相比药用，在国人的巧手烹饪下，
荷花的食用价值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图片／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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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
荷花酥

徐渭

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摇；

花

想到薰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

Flower

酥，把世间万物浓缩成点心，西

官郭槐与刘妃的合谋陷害，为避免殃

湖有荷，现山水灵秀之气，随缘有了

及自己的孩子而一头扎入荷花池，引

荷花酥。包酥后的面团反复对折、擀

得满池荷花不再绽放。后得在附近三

制，130 度的油锅轻轻放入，油温与

仙洞修炼的铁拐李三仙帮助，略施小

时间的邂逅，酥皮层层绽放，薄如蝉

术惩戒恶人，并助李妃成仙升天后，

翼。其色淡雅逼真如荷花，其味酥松

数顷莲池重得绽放。故事流入坊间，

甜糯带清香。

人们为纪念此故事，将其反应在点心

以味蕾见历史，从历史读美食。

CARING WAMER PAGE 64

中，创造了三仙荷花酥。

荷花酥的诞生，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

从宋朝诞生，经过历史的长河，

历史，其渊源还带点神话故事的色

经过后世的不断改良，造就如今闻名

彩。故事源于宗真宗宠妃李妃害怕宦

杭州的荷花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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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料
水油皮
高筋雪花粉

100 克

猪油

10 克

清水

10 克

白糖

50 克

食用色素

1

克

干油酥
高筋雪花粉

60 克

猪油

30 克

馅料
椰蓉

50 克

蛋黄

20 克

糖粉

20 克

黄油

20 克

辅料
蛋清液（刷坯子底部）

❶ 调制水油皮：将高筋雪花粉、猪油、

白糖、清水、食用色素（用牙签挑一点
点放入清水中溶和）混合揉成光滑的面

❺ 包入馅料，收紧口，收口朝下，在收

口处刷一点蛋清液，粘一点干面粉。

❻ 割口：用锋利的刀片，在顶部切割 3

❼ 炸制：油锅加热至 130 度，把生坯分

批分开排放在漏勺中，放入油锅中，静
止 4 分钟，炸至花瓣开放，再将油温升

团，盖保鲜膜静置 30 分钟。

刀，呈六瓣花瓣，制成荷花酥初坯。刀

至 150 度，继续炸制约 6 分钟，至表面

调制干油酥：将猪油和面粉混合用手掌

片剖切花瓣以刚触及馅心为宜，过浅酥

硬脆，酥层清晰成熟。取出后放在厨房

跟擦至乳白色裹保鲜膜备用。

层不易发起，过深馅心易外露。

纸上吸油，晾凉即可食用。

制馅：黄油软化加糖粉、蛋黄、椰蓉，

紧口，收口朝下（注意：需随时盖上保
鲜膜，以防风干）。

❸ 全部包酥完成后，盖上保鲜膜醒大约
❹ 开酥：取一醒好的面团压扁后轻轻

擀成长方形，然后折三折，收口朝下，
再擀成长方形（动作重复两遍）后，对
折，擀开，边缘薄一些，擀好后约和饺
子皮大小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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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20 分钟。

池面风来波潋潋，波间露下叶田田。

10 份后，把油酥包入水油皮中，包好收

谁于水面张青盖，罩却红妆唱采莲。

❷ 包酥：醒好的水油皮和油酥各均分成

《荷叶》

搅匀分成 10 份，团成球盖保鲜膜备用。

LEAF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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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叶糯米鸡

用料
鸡腿

3

花生

50 克

糯米

400 克

板栗

150 克

香菇

4

朵

荷叶

2

张

老抽

1

勺

生抽

2

勺

油

1

勺

盐

1

勺

蚝油

1

勺

五香粉

适量

个

❶ 糯米提前一天浸泡，花生和糯米也一

起浸泡，这样蒸的时候软得快。

❷ 泡好的糯米捞出上蒸锅（蒸锅最好铺

上屉布，以防米粒掉落或粘篦子），大
火蒸 20 分钟，此阶段不需要太熟，后期

❽ 取一张煮好的荷叶，对半剪开，放上

调好的糯米鸡肉，将荷叶上下左右对折
包裹，用绳子捆好。

❾ 捆好的荷叶糯米鸡放到蒸锅，水开后

大火蒸 40 分钟，取出晾一下便可食用。

还要和鸡肉一起再蒸。

❸ 干荷叶放到热水里煮一下变柔软后，

取出清洗一下备用。

荷叶用于食物，常取其清香，增

将鸡切块放入饭锅，与饭一起蒸熟。

味解腻之用，以糯米为主料，配以鸡

没想等吃的时候，却发觉味道异常美

肉、叉烧肉、排骨、冬菇等馅料，便

味，于是他灵机一动，每天晚上都做

菇，泡后可直接切），板栗煮熟之后去

是粤菜名菜“荷叶糯米鸡”。

这种滑鸡蒸饭当夜宵卖，广受欢迎。

皮，切小块备用。

荷叶糯米鸡的来源还有个故事，
相传很久之前，泮塘（即现荔湾湖公

后经食客提议，将大米改良成了糯
米，就此诞生了糯米鸡。

园附近）一带有一个每天都在穿街过

后来泮塘附近的酒楼争相模仿，

巷卖鸡的鸡贩。有次，鸡贩将卖剩的

由于泮塘盛产荷叶，于是厨师们就用

鸡带回家给家人吃时，在装鸡时却失

荷叶包裹饭团，里面再加上冬菇、虾

手打碎装盛的碟子。家穷只有一个碟

米、咸蛋等各种配料，就演变成了今

子，又不能立马买到的他，当下只能

天的广州美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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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香菇洗净焯水切成丁（如果用干香

❺ 鸡腿肉去骨切成块，放入盐、五香

粉、生抽、老抽、蚝油、食用油，搅拌
均匀，腌制半个小时，让鸡肉入味。

❻ 蒸好的糯米饭倒入碗里，放上切好的

香菇、板栗、花生和腌制好的鸡肉。

❼ 将糯米饭、鸡肉以及所有配料都搅拌

均匀，尝味后根据自身喜好调整咸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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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鲜藕》

酸辣藕带

于慎行

芙容别殿晓风凉，玉井灵根出水香。

荐熟方闻开寝庙，赐鲜已见布朝堂。

冰丝欲断鲛人缕，琼液疑含阆苑霜。

藕

忆昨金鳌桥上望，红衣翠盖满银塘。

Lotus
root

藕带是没有长大的莲藕，又被叫

知，其实早在古代，我国就已经开始

做银苗菜。其色一般是白色中带点黄

食用藕带了。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

色，和呈黄褐色的成熟莲藕相比，两

目》中记载了一种叫藕丝菜的植物，

者还是不太一样的。

说的就是藕带了。它作为一种蔬菜，

藕带口感爽脆，味带清香微甜。

在做法上没有太大的限制，炒、煎、

按照清朝文人美食家李渔的标准，它

炸、炖、煮皆可。其中，清炒和酸辣

是能与其笔下的笋相媲美的——“论

是较为出名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

蔬食之美者，曰清，曰洁，曰芳馥，

藕带最好买来即食，若放入冰箱隔天

曰松脆而已矣。不知其至美所在，能

食用，其容易脱水软化的特性，会损

居肉食之上者，只在一字之鲜。”

失口感，味如嚼蜡。也正因为这转瞬

除湖北、安徽人外，藕带少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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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逝的美味，才愈显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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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料
藕带

250 克

蒜头

3

瓣

葱

1

根

红辣椒

2

个

姜

3

小块

花椒

1

大勺

米醋

1

大勺

糖

1

小勺

香油

1

小勺

盐

适量

知乎
OVERALL

❶ 藕带清洗干净，尤其是藕带里面有

泥，如果买不到藕带，可以用莲藕代
替，切成薄片；

❷ 蒜头、姜切片；

❸ 红辣椒用滚刀切条，小葱切葱花；

❹ 细嫩的藕带，用手按段掐断（手掐比

用刀切口感更佳）；

❺ 起油锅，下花椒，待轻微冒烟、香气

溢出，捞出花椒，切记不要炒糊；

❻ 起油锅爆香蒜片、姜片，下红辣椒炒

香；

❼ 下藕带翻炒，加白醋和盐，炒 1 至 2

分钟，炒制时间一定不要太久，否则藕
带口感变老，失去脆嫩的口感；

❽ 炒藕带无需再加鸡精、味精等，因其

本身的味道就很鲜，要提鲜可放糖，淋
上少许香油和葱花，翻匀出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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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与
山 本 耀 司 、 三 宅 一 生 被 称为
日 本 时 装 设 计 的 三 驾 马 车，
是对当代世界时装设计影响最
大的设计师之一。1973 年，
她成立品牌“COM ME des
GARÇONS”（法语，像个男
孩），自此开始向世界展示种
种革命性的穿衣方式。

《边界之间的艺术》

川久保玲（Rei Kawakubo）

川久保玲以不对称、曲面状的前卫服饰闻名全球，在
时尚界投下一枚炸弹，自此开启时尚帝国的征战之路。川

性的对话整理成文字，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久保玲是设计师的老师，她挑战美学、挑战时尚、甚至挑

书中记录了150 件她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和历年来的采

战衣服本身的概念。她对服装设计师的影响非常大，她的

访集合近 10万字，足以让你细细品读川久保玲的美学、

设计理念都被后人采用，流行非常广泛。

设计理念和品牌构建历程。川久保玲属于很少开口接受采

她的影响力甚至蔓延到了虚拟世界。作家村上春树经

访的那类设计师，书中的这些文字可谓是我们了解她创作

常为笔下人物安排一身川久保玲。他曾在书中坦言会尽可

理念难得的资料和素材。该书与常规个人传记不同，并非

能每年去 COMME des GARÇONS 买两次衣服：“立体剪

以时间为轴回顾川久保玲的创作生涯，而是以“边界之间

裁非常合身，还有设计出乎意料地不让人感到腻烦。”

的艺术”为主线，展示了她对于不同主题的演绎。如“时

2017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宣布其年展和慈善舞
会的主题为川久保玲 / COMME des GARÇONS。由川久保

尚和反时尚”“设计和无设计”“彼时和此刻”“精英文
化和流行文化”“客体和主体”“男人和女人”。

玲本人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院长安德鲁 •博尔顿

此外，本书主体部分所配的照片并不是简单的秀场

亲自操刀。川久保玲也成为继 Yves Saint Laurent 之后，

图，而是创意大片，包括多位风格独特的摄影师掌镜的影

第二位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其举

像，单从照片来说这本书都实属收

办个展的在世设计师。

藏级的。另外书中还收录了川久保

在展览后，川久保玲和安德
鲁 •博尔顿聊了很多，话题涉及设
计、时尚与艺术的关系，更是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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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透露了自己关于时装的思考。他们又将这些颇有启发

时装不为他人而穿，
不为吸引或勾搭别人，
它应该是你送给自己的礼物。

玲的手绘稿及本人的照片及画像。
这本书是川久保玲迄今为止，亲自
参与并授权的唯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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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大先生》

聊一本书，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一本谈鲁迅的书。鲁迅我们都读过，在课本上，老师要教，
考试要考，不能不读。陈丹青从自己对鲁迅的喜爱和理解程度，澄清了那些人们对鲁迅普遍
的误解。在很多人的眼里，鲁迅这个老头子无非是一个睚眦必报、尖酸刻薄的人，凡事喜欢
争论，不那么宽容。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关于鲁迅的文章可能至今也就只读了课堂上的《野
草》与《呐喊》。学时浅读，未读全鲁迅，这回看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书里告诉我们
读鲁迅的心法和技法，倒是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2005 年至 2010 年，5 年时间里陈丹
青在各地做了 7 次关于鲁迅的演讲，收

得好玩。

拢到一处，便成了这本书。按说，本业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

是画家而非研究鲁迅的陈丹青，何以无

《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宋庆龄

端谈起鲁迅，且一谈就谈了七次？查了

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

下书序，原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孙郁先生

哪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

起的头，他邀请陈丹青到馆里来讲一讲

于是写道：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

鲁迅，没想第一次讲回声不错，便又多

见一见吧。

讲了几场。但陈丹青何以可以讲鲁迅？

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但这

皆因陈丹青读过鲁迅的书，喜欢鲁迅，

里面有一层需要说却又不好说、说不好

是鲁迅的读者。初听时这理由简单到让

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萧是

人一愣，随后想来就该如此，鲁迅本就

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

是一作家，他的文章每个人都能读，既

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

然每个人都能读也应该都能谈上一谈。
那么，怎么读鲁迅？“用心”二字，是陈丹青教给我

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都不大
方。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不见也无所谓。现在

们的心法。陈丹青个人谈鲁迅便是从自己的感受谈起，谈

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

的是他的鲁迅。他的鲁迅和我们的鲁迅，可以是同一个，

就见一见吧。

也可以不是。鲁迅经得起这样的分身，也因有这样的分
身，其人物才丰富立体起来。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他当时
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

又问，如何谈鲁迅？陈丹青谈得很不相干，却又贴切

心思，又看不出怎样地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

且漂亮。全书第一篇题目便是笑谈大先生，“大先生”原

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这就是我所

是家里人对鲁迅的称呼，尊敬与亲昵之中，还带着一丝戏

谓的好玩，很不起眼的两句话，第一次读到，不注意，再

谑。这篇中，陈丹青谈了大先生的两点，一是先生样子好

次读到，心里笑了起来。

看，二是先生好玩。

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
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
他的愤怒，他的批判，
便是漂亮的文学。

是一本正经，他懂得讽刺、调侃，也懂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他太丰富了，想了解他还需读他

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先从相貌谈鲁迅，这倒是对应了题

的文章。用心法，读出自己的鲁迅，用技法，读懂那个时

目中“笑谈”这一词，告诉我们看文放轻松些。至于“好

代，只有这样才能读得清楚与明白。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

玩”，鲁迅一直都是悲苦的形象，他好玩么？从他的各种

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文

集子中倒可窥见一些，《马上支日记》《三闲集》《五讲

学，好像越来越不好玩了。

三嘘集》等，标题起得好玩，颇有“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CARING WAMER PAGE 76

之感。也许这就是陈丹青说的好玩之一吧，大先生并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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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什么？每当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总是无法
清晰、准确的去描绘它或形容它，因为人生是一个太过浩瀚而

Life

The Firsts in
人生第一次

又宏大的词。可当有一天，我们从人生中诸多的第一次为切入
点去重新审视人生，每一个“第一次”犹如火车线路的每个站
点，当将其串联成完整的线路时，我们的人生之路也便清晰了
起来。
“人生没有返回键，你需要一直往前走，一直走。”这是
《人生第一次》宣传片中的一句话。的确，从呱呱坠地的婴
儿，蹒跚学步的幼儿，进入学堂的孩童，步入礼堂的男女，经
历无数风雨的耄耋老人，在这趟名叫“人生”的列车上，每个
人的手中都只有一张单程票，沿途会看到许多亮丽的风景，会
造就无数个不同的“第一次”，直至抵达终点。人生的形态千
态万状，人生的终点殊途同归。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总共分为 12 集，依次是《出生》
《入学》《长大》《当兵》《上班》《进城》等。从片名中不
难看出，其创作的脉络依循着普通人的人生足迹，每一集的主

洞察人间凡事，体味人生百态。这部纪录片《人生

题都是普通人生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正因如此，才使得“人

第一次》，故事或许平淡却融合着人间温暖。该片

生”这一过于宏大的概念，在纪录片中变得清晰。

从 1 月中旬开始播放，点击量颇高，海内外播放量

在纪录片首集《出生》中，上海的某家医院内，妇产科数

高达 4 亿。这部纪录片可谓是我们重温生活的一个

年如一日的忙碌。病床上，因为痛苦产妇不断地翻动，护士在

重要媒介，它勾起我们的回忆，温暖了我们的心。

轻声询问感受，一门之隔，焦急的家属在原地不断踱步。新生
命的诞生，是人生初始，自然也是“人生第一次”。摄制组记
录下产科病房一个个真实故事，记录下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面
对的第一次挑战和专有的守候。
生活这条河流是真的有巨浪的，饶是普通人的一生，也充
满着变数与荆棘。譬如同样是迎接新的生命，身怀双胞胎的产
妇向爽，却因为心脏问题要在孕 27周做一场大的手术；同样
是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河南商丘的郭辉全身 95 % 烧伤，克服
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成为一名专业网络客服；轮椅女孩独自离
家上班，虽然站不起来，也想靠自己的双手买房子……在同样
的“第一次”身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是一部部真实

类型：人文纪录片
导演：秦博
每集长度：约 30 分钟

“

《人生第一次》这本纪录片如同一幅长篇画卷，汇集了普
通人的喜乐哀怨、相聚离散、奔放压抑，描绘了当代国人生活
中最动人的画面，用群体人物的平凡人生，诠释了当代中国的
时代精神。

梁，以一种间接的交流和互动，让我们更容易代入故

冬去春来，四季如

此外，该片打破了传统人文纪录片将视角和切入点固定在

常更替，东升西落，太

一个主题或人物上的常规操作手法，在它推出的 12 集中，每

人生第一次，我们成为生命观察员，透过别人的

阳照常升起，生命的轨

集一个主题，且每个主题有一到多个拍摄对象，横向扩展视角

放映窗，回看光阴的拖影，展望时间的尽头。人生第

维度，纵向切割人生故事。

一次，我们知道，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遗忘。人生第

迹仍在周而复始。人类
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核
武器，而是豁出一切的
勇气。

CARING WAMER PAGE 78

的“人生图鉴。”

事之中。

同时，每期会有一位明星讲述人出现，在配音前他们会提

一次，我们领悟，比执着更难坚持的，是割舍。人生

前观片，用简短的语言阐述自己的感后感。他们即是讲述者，

第一次，我们懂得，比再见更难说出口的，是记得。

又是观众，为该片的拍摄团队和屏幕前的我们架起了一座桥

人生第一次，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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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地址：杭州钱塘新区农业开发区十六工段杭州大江东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362198119（丁先生）/ 0571- 82127067
详情请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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