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羽毛球队堪称最爱
出情侣的队伍，很大原因是
李永波宽容的态度，他曾公
开表示不反对队员谈恋爱。
当然，国家队教练组还是有
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说
“男队员要达到25岁，女队员
要达到23岁”，但最重要的一
条就是不要影响成绩，不要
违反队纪。中国羽球队谈恋
爱的都是成绩较好的一批队
员，教练组的解释是“他们谈
恋爱时能控制得住”。

细数中国羽坛情侣
杨阳、郑昱鲤
杨 阳 和 郑 昱 鲤 同 岁 ，都 是
1963年生人。当时杨阳在队

内如日中天，拿下了几乎所有大赛
的男单冠军。而郑昱鲤在队里的
位置就比较尴尬了，除了1985年拿
过一次亚锦赛女单冠军外，在世界
杯和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仅为第
三名，不过作为第三单打的人选参
加了两届尤杯，拿了团体世界冠军。

赵剑华、吴文静
赵剑华为中国著名羽毛球运
动员，他是1985年和1990年全

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冠军、1986年
汉城亚运会和1990年北京亚运会
男单冠军及1991年世界羽毛球锦
标赛男单冠军。1990年，吴文静进
入国家队，她是当时中国另一位男
单好手吴文凯的妹妹。由于哥哥
的关系，吴文静和赵剑华的交往也
比较频繁，由此牵手。

刘永、戴韫
刘永比戴韫大两岁，都是南
京人。刘永比戴韫早进体工

大队一年，但两人是在1993年携手
踏进国家队大门，然后两人又是一
起离开国家队。

张宁、于洋
奥运冠军张宁和男队队员于
洋也是著名的一对，他们很

早便领取了结婚证但是婚礼整整
拖了3年才举行。在雅典夺得女单
冠军的张宁婚后第三天便急匆匆
赶回国家队报到，而老公于洋也带
队到加拿大参加世青赛。总教练
李永波称赞张宁、于洋这对爱情伉
俪为中国羽毛球队的楷模。

谢杏芳、林丹
说到羽坛情侣，林丹和谢杏
芳是最具人气的一对，也是

最有名的一对。两人曾在国内外
比赛中多次问鼎冠军，但北京奥运
会上，谢杏芳不敌队友张宁，无缘
与林丹同时举起冠军奖杯。2009
年11月，谢杏芳正式宣布退役，而
林丹之后又参加了伦敦奥运会并
且夺冠，同时不排除参加里约奥运
会的可能。2012年9月，这对令人
羡慕羽球情侣档结束了九年的爱
情长跑，在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举办了婚礼。

张楠、赵云蕾
林丹与谢杏芳属于姐弟恋，
而在中国羽毛球队还有一对

姐弟恋，那就是赵芸蕾/张楠。赵
芸蕾比张楠大4岁，两人是国羽混
双搭档。从2010年搭档开始，两人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冲到混双世
界排名第一位置。2010年日本超
级赛获胜后，张楠激动地亲吻了赵
芸蕾的额头，两人恋情就此曝光。
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两人搭档混
双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金。

徐晨、潘攀
徐晨和潘攀从刚进入国家二队
时相识，随着时间的流逝，潘攀

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徐晨，决定首先
表白，可徐晨竟支支吾吾没有明确答
复。潘攀并没有放弃，徐晨最终被她
的勇气深深打动，两人正式确立恋爱
关系。2011年，相恋9年的两人结束
了爱情长跑，走入婚姻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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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英公开赛

恋情曝光
曾经，林丹和谢杏芳被誉为

羽坛“神雕侠侣”，后林丹时代，也
有一对单打情侣——谌龙和王适
娴。其实早在2013年前，在网传
的一张国羽九寨沟旅行照片中，
徐晨、潘攀、王适娴、谌龙4人十
分亲密，除了徐晨、潘攀这对公开
情侣外，很多球迷就猜测谌龙与
王适娴早已是情侣。尽管没有公
开，谌龙和王适娴的情侣关系一
直在各种羽毛球论坛中流传，也
许是为了保护两人的恋情，也许
是当事人不愿被炒作，这段恋情
一直没有公开。

两人恋情曝光是2014年全
英公开赛，路透社从1/4决赛开
始就以谌龙的“女友”来称呼王适
娴。恋情曝光后，不论是王适娴
还是谌龙都没有刻意隐瞒，谌龙
说，“我没有想去隐瞒，我觉得这
是私人的事情，公开与不公开是
自己想与不想。他们（英国记者）
真的知道吗？反正我没说过。我
就过我的生活，打我的比赛。”王
适娴的态度也很一致：“我觉得打
球之外的东西，正常就好。我不
需要大起大落，不需要惊喜，打球
就是打球，生活就是生活。”

时任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的
李永波也没有反对，“只要不影响
训练和比赛，不因为恋爱而给队
伍带来任何负面影响，那就是合
格的队员，也有机会成为国羽大
家庭的楷模。”唯一比较遗憾的
是，那年的全英公开赛，谌龙和王
适娴没能“效法”前辈林丹和谢杏
芳双双登顶——谌龙在决赛时不
敌李宗伟，屈居亚军；王适娴战胜
李雪芮夺冠。

谌龙里约“封王”

王适娴当厨娘
和林丹、谢杏芳这对前辈相

比，谌龙和王适娴在职业生涯上
要坎坷一些。两人年龄相仿，不

过，谌龙面临的竞争对手只有老
大哥林丹。王适娴虽然是处于张
宁、谢杏芳退役后的“真空期”，但
同时期“三王一李”（王琳、王适
娴、王仪涵、李雪芮）竞争更为残
酷。在2012年伦敦奥运，王适娴
在最后时刻落选奥运。当时李永
波表示，王适娴还年轻，可以等下
一届奥运，但里约奥运积分赛中，
王适娴在最后时刻积分被王仪涵
反超，再次落选奥运阵容。

在落选奥运后，王适娴把希
望都寄托在了男友身上，在接受
采访时，王适娴说：“我去不了，把
运气都给他（谌龙）吧。”如果能跟
谌龙一起去奥运会，岂不是会更
圆满？“有得有失嘛，失去了这个，
上天会在别的地方补偿你吧。”落
选后，王适娴还是去了里约，在
赛场附近租了一套公寓，为谌龙
洗衣做饭，做他的后勤保障。回
忆起那段里约的日子，谌龙也是
满脸幸福，“我每天比完赛下午
就会过去，她做一些简单的菜，
我们俩吃完东西聊会儿天，我再
回到奥运村准备比赛，这种感觉
特别好。”

在谌龙里约的每场比赛时，
镜头都多次给到了在看台上观
战的女友。而当他击败李宗伟
成为奥运冠军后，王适娴之前一
切的委屈与辛苦此刻都化作了幸
福的泪水。这真的应了王适娴的
那句话“上天会在别的地方补偿
你”。相信谌龙夺得奥运会男单
金牌，是对王适娴最好的补偿。

300位业内大咖齐聚成都
网络视听大会掀“头脑风暴”

头一天，奥运冠军谌龙向相
爱了10年的女友王适娴求婚，一
天后，他们“光速”扯证结婚。11
月28日，穿着白T恤和牛仔，小清
新搭配的谌龙和王适娴在厦门
思明区民政局领证。

羽坛新神雕侠侣

相恋相恋1010年年
““闪电闪电””扯证扯证

王适娴全运获亚军

谌龙洗衣服
如果不是全运会，谌龙和王

适娴在一起的日程或许要提前，
早在今年年初，谌龙就曾表示自
己特别期待和王适娴建立家庭，

“我到了这个年龄，还是希望有一
个家，俩人一直以来都彼此信任
和一起成长。”由于两人今年都代
表各自省份去参加天津全运会，
组建家庭的计划只能暂缓。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与谌
龙早早被淘汰出局相比，早已不
在国家队的王适娴却在全运会
上一路杀入决赛，只不过最终遗
憾地输给了后起之秀陈雨菲。
自己提前结束了全运会的比赛，
谌龙在当时就变成了王适娴“贤
内助”。他不仅为女友拎包、等待
她接受采访，还在公寓里为王适
娴洗衣服。

终于，在完成了全年的主要
比赛任务后，谌龙从香港绕道去
了厦门，背着王适娴准备了隆重
的求婚——一家西餐厅里，很多
朋友众目睽睽之下单膝跪地求婚
时，王适娴顿时吓懵了，完全没有
想到，她激动地落下了眼泪。随
后，谌龙在社交平台公布了这条
好消息，写道：执子之手。并配了
一张两人牵手的照片。3分钟后，
王适娴转发了这条消息，并对出
下半句：与子偕老。

一天后，他们终于修成正果，
结束了10年的爱情长跑。

11月29日至12月1日举行的第
五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300多位行
业领军人物和学术大咖将齐聚成
都，以“新使命、新视界、新动能”为
主题，带来一场高规格的文化大餐。

网剧迎“精品爆发年”
说到今年的爆款网剧，很多剧

迷都有自己心中的最佳选择。比
如爱奇艺的《河神》《无证之罪》，先
后获得业内肯定。小成本甜宠古装
剧《双世宠妃》成腾讯视频流量黑
马，精准掌握女性观众喜好。优酷
则有《春风十里，不如你》《大军师司
马懿之军师联盟》《白夜追凶》三部
重量级作品保驾护航，备受观众喜
爱。高口碑网剧接连来袭，也预示
着网络剧市场精品化的更进一步。

第五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精

品网络视听内容创作研修会”上，
《法医秦明》制片人许清概、《少年有
点酷》监制王天居、《如果蜗牛有爱
情》制片人黄星等，将就“精品网络
剧”进行主题对话。网络剧高峰论
坛上，慈文影视董事长马中骏、芒果
TV版权管理中心副总经理任旭、咪
咕视讯CEO王斌、知名电影制片人
李霞、骨朵传媒创始人兼CEO王蓓
蓓等，将发表主题演讲，探讨高质量
口碑剧的发展。在主题对话环节，
著名编剧余飞、知名导演五百、华策
影业董事长傅斌星、爱奇艺副总裁
戴莹、搜狐视频自制出品中心总监
刘明丽等，也将就“网络影视的精品
化和规模化”进行主题对话，共商精
品影视剧的发展新未来。

网综“超级时代”来临
除了高口碑网剧，各大视频网站

也纷纷在网综领域发力，花费5000
万元以上制作费的大体量网综越来
越普遍，节目题材和内容也越来越多
元化，涵盖了亲子、文化、偶像养成、
脱口秀、访谈、家装、喜剧、竞技等。
如《晓说》《我们的侣行》《脱口秀大
会》《中国有嘻哈》《见字如面2》《明星

大侦探3》《奇葩说4》《爸爸去哪儿5》
等，就有不少拥趸。有数据统计，截
至11月，2017年所有网综累计前台
播放次数已达到476亿。

第五届网络视听大会的“精品
网络视听内容创作研修会”上，《初
心》制片人张鸥、《有事@深改组，组
长是咱总书记》制片张娇怡、《“剧
透”2017全国两会》主创申亚欣、《了
不起的匠人》主创熊熠，将就“精品
网络节目”开展主题对话。在“有深
度、有温度的新网综”为主题的网络
综艺高峰论坛中，爱奇艺高级副总
裁陈伟，还将揭秘“《中国有嘻哈》现
象级背后的超级网综创意思考”；芒
果TV广告营销中心总经理方菲，将
带来“爸爸去哪儿的冰与火”的探
讨；企鹅影视天相工作室副总经理
邱越，将表达《洞察，创造：寻找网综
下一个深井》的看法；笑果文化创始
人、董事长叶烽，世熙传媒董事长、
CEO刘熙晨，北京元纯传媒有限公
司副总裁杨莱莱等，也将阐述对网
络综艺未来发展的观点和看法。

新科技带来视听新体验
除了网剧、网综，新东方教育

集团董事长、洪泰基金联合创始人
俞敏洪，将畅谈新媒体如何助力教
育产业大发展；《大圣归来》监制金
大勇、《十万个冷笑话》导演卢恒
宇、漫画家林超，讨论“国创动漫力
量的崛起”；“2017网络视听年度盛
典·咪咕之夜”，还邀请著名钢琴家
郎朗、歌手张碧晨等明星到现场，
为大家献上精彩绝伦的演出。

除了探讨视听行业未来，也少
不了新科技的展示与应用。“2017
中国（成都）网络视听新技术与节
目展交会”，就将集中展示网络视
听领域的优秀视听新内容、集成创
新平台和智能化技术产品，为观众
带来精彩视听体验。如央视“网络
文化建设”板块以互动方式呈现，
通过VR体验，观众可以亲身参与
体验直播中国、熊猫频道和“春节
季”等网络文化产品；阿里巴巴文
娱集团运用独具中华传统文化特
色的“编织”元素，跨界融合未来感
十足的巨型瀑布互动屏幕等。展
交会上，还有网游、手游、家庭数字
娱乐等在内的互动娱乐技术产品
体验，绝对会让你应接不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谌龙王适娴领证现场照片。

◀11月27日，谌龙在微博发
出“执子之手”并配两人牵手照
片，随后王适娴回应“与子偕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综合报道

谌龙谌龙 王适娴王适娴

近日有网友发出一张图并质
疑，长白山景区只对浙江、长三角等
地区优惠，这算是地域歧视吗？记
者从该照片中看到，在一定时间内，
浙江省及长三角地区游客凭有效证
件，游览吉林省内所有4A级以上营
业景区，实行门票挂牌价半价优惠，
杭州市市民更可以在长白山景区免
门票。长白山景区客服回应称每年
均有优惠活动，此为今年有针对性
的活动。吉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表
示这是城市间互惠活动，并非地域
歧视。（北京青年报）

旅游行业客源争夺日趋激烈的
大背景下，长白山推出针对特定地域
游客的定向优惠，实则并不令人意
外。按理说，这只是一种正常的市场
推荐策略，但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人质
疑其涉嫌“地域歧视”。相当一部分
游客，由于被“优惠政策”有选择性地
排除在外，而自然而然产生心理落差
和情绪反弹，这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
了。可是，这种主观的直觉判断，很
多时候终究是不可靠、有偏差的。无
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景区定向优惠
都算不上是“地域歧视”。

所谓“地区歧视”，通常包含两个
层面的含义，也即针对特定地域人群
刻板化的负面评价，以及由此所衍生
的对实际权益的剥夺。就此而言，长
白山的门票优惠政策，只是给予了少
数几个地区游客额外福利，而丝毫没
有损害其他地区游客的固有利益，所

以并不构成“歧视”。当然了，也应该
承认的是，这一定向优惠活动，虽无

“地域歧视”之实，却的确给一些人
“地域歧视”之感——这其实与操作
层面的安排不当不无关系。

据媒体报道，在长白山景区当地
的宣传牌上，赫然写着“XX地区的游
客可享门票优惠”。类似的内容，给
其他在场游客所带来的即时心理冲
击是显而易见的。在没有对比就没
有伤害的心理机制下，未能享受到优
惠的游客，自然会感受到强烈的失落
与愤怒。而在更成熟的操作模式中，
此类定向优惠活动，通常是放在客源
地展开，而非是在旅游目的地实施。
比如说，事前在特定城市发放免票
券、打折券等等，从而吸引游客前往
旅游。

发展旅游经济，业已成为不少城
市的重中之重。各种形式的客源拓
展、产品推荐、互惠置换活动，正变得
越来越频繁。然而，揽客初衷虽好，
也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由定向优
惠引发“地域歧视”之忧，此番发生在
长白山的这一幕，足可以对其他景区
的营销推广构成有益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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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冷水稍等片刻，就可享用一
顿热气腾腾的火锅，方便火锅无疑是
今年以来的速食新宠。不过近日，一
则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吃“方便火锅”
触发火警的消息引起热议，其背后的
安全性问题由此浮出水面。记者了
解到，方便火锅市场目前已有数百个
品牌涌入，既有传统火锅品牌，也有
火锅上下游企业。而驱使资本疯狂
涌入的主要原因是方便火锅接近
100%的高额利润。（新京报）

相比实体店用餐，有技术性疑
问，还有老板、服务员可随时可供问
询指导，那比外卖更快捷的，可囤于
家，随食随取的速食新宠“方便火
锅”，安全系数就必须更高了。可现
实却是，这种“方便火锅”，有时也并
不“方便”，安全事故频出，数百品牌
涌入行业，层层代工增加食安风险，
却尚无统一标准。

最近的安全事由，是留学生在美
国吃“方便火锅”，因发热包里一氧化
碳含量极高，触发火警引起虚惊而导
致国内热议。此前，国内网友则是将
加热中的“方便火锅”，直接置于玻璃
桌，高温致使1厘米厚的玻璃面板炸
碎，差点伤人。而且，加热时瞬间高
温，透气孔若出状况，也有易爆和烫
伤人风险。

方便饭、方便火锅等便携式方便
自热食品，显然需要一个安全国标。

以前有个别地方对馒头大小、样式进
行指导的所谓“馒头国标”，遭舆论耻
笑。但食品领域公共安全，却儿戏不
得。入口的食材卫生安全，是最基本
的，无需赘言。而诸如石灰包加水的
新式方便食品的一系列自热安全标
准建设，却必须有全国性的强制安全
检测规范和严格践行。尽快淘汰良
莠不齐的无资质有风险隐患的杂牌
产品，形成安全国标认证合格的标准
化自热食品，用户买得放心，“热”得
安心，吃得舒心，才是真正方便食品。

而至于实体店频出事故的液体
酒精燃料的简易小火锅，也需要类似
强制安全规范和执行标准。液体和
固体燃料安全论证推广，标准化的规
范作业流程，执法监督者、经营服务
者和普通食客的相关督导培训，以及
全体社会成员的应急救援，抢险自救
等公共安全意识的系统演练，都必不
可少。酒精起火如何扑灭，加油站着
火如何急救，水基灭火器和干粉灭火
器的适用和异同点等等，都应该成为
急救常识的一部分。

原本是为方便的火锅，不能反成
为不方便的安全隐患，这就需要静态
安全国标和动态严格执法保证。而
万一不幸遇火情，哪怕手拎灭火器，
也不知对着根部火源，而是慌乱对着
空中火苗乱喷，那这种危机应对水平，
未尝不是值得警惕的风险隐患点。

“方便火锅”频出事
饮食安全需“国标”

◎ 李晓亮

现实生活中，当你遇到需要拒绝
的情况时，你敢说“不”吗？日前，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遇到需要拒绝的情况时，
54.3%的受访者敢于说“不”，14.2%
的受访者不敢。60.4%的受访者担
心说“不”影响与对方的关系，73.1%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学会说“不”。（中
国青年报）

这里的“应该学会说不”，不是说
要对所有的要求和他人的求助都说

“不”，而是指“需要拒绝的情况”。这
看似限定了说“不”的范畴，但其实仍
然显得标准模糊。因为生活是复杂
的，很多来自他人的请求，其实都很
难以“需要拒绝”或“不该拒绝”来作
简单明了的定性。

不少时候，帮助他人、答应别人
请求，并不能直接用对自己有没有好
处、自己需不需要付出代价来作“必
要性”认定。若仅仅因为“不在我的
责任范围内”“与我无关”，就强调应
该敢于拒绝，敢于说不，其实已有误
导之嫌。人毕竟生存于社会之中，这
意味着协作、互助必不可少。在这个
意义上，如果对所有“需要拒绝的情
况”都强调要敢于说“不”，很难说不
会影响到社会的协作程度与道德的
发育。

调查显示，之所以不敢说“不”，
58.0%的受访者是碍于情面，不愿丢

失面子；54.9%的受访者感觉活在别
人的印象中，不愿丧失他人的好评和
好感……这些理由，看似都指向个人
人格的不够“独立”，但其实却是绝大
多数人不得不接受的社交常态，毕
竟，通过对他人的“认同”，获得某种
价值肯定，既是人性使然，也是现实
的社会规律。更何况，“不在乎他人
的眼光和评价”，有可能是独立人格
的表现，也有可能是冷漠。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将一些如个
人陷入违法犯罪的歧途等原则性问
题，也简单归咎为没有学会说“不”，
既显得轻佻，也有偷换概念之嫌。因
为，能不能说“不”，很多时候指向的
可能是整体性的时代精神或是制度
环境，而非仅仅是个人的心态。

当然，承认“学会说不”这种看似
正确的说教的局限性，不等于要鼓励
做“烂好人”，无条件屈从于他人的一
切要求。而是说，到底应不应该拒绝
某件事，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和公序
良俗，就可归为个体“理性”之选择，
与所谓人格独立与否，关系不大。敢
于说不与不敢说不都应该获得尊重；
至于原则性大问题，本就不是什么该
不该“拒绝”、敢不敢拒绝的问题，因
为法律、道德律已经有着较为清晰的
界定。因此，屡屡出现的“应该学会
说不”的说教，其实也不过是一道“伪
命题”式的心灵鸡汤，并没有太多的
实际价值。

“应该学会说不”
不过是伪命题

◎ 朱昌俊

景区门票定向优惠
到底是不是地域歧视

◎ 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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