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4月18日，中國非法
移民與越南邊防警察在中越邊境越南廣寧省發生
一起槍戰，已造成至少2名越南邊防警察和5名中
國人死亡。目前，越南廣寧省政府已經否認了該
事件與恐怖組織有關。中越兩國表示正在對該起
事件進行聯合調查。中國邊防部隊人員19日進入
越南，中越邊境的裡火互市秩序正常。
16名中國公民18日早些時候在中越邊境入口處
被扣押。據越南通訊社報道，越方稱，他們是在
廣寧省海河縣抓獲一夥非法進入越南的中國公
民，其中包括男性10人，女性4人以及2名兒
童。此前，中國邊防官員曾通知越方這夥人員計
劃非法潛入越南。
當天中午，越方準備將這些中國非法移民遣送
回中國邊境。一些越方人員在填寫必要遣送文件
時，部分中國非法移民搶奪了越方人員手中的
AK-47步槍並射擊。一名越南警察當場死亡，一
人因為傷勢嚴重死亡，另有4人傷勢嚴重。
越方人員敦促中國非法移民交出他們的武器，
包括女子手中的刀具。但是，他們仍然繼續抵
抗。最終，有5名中國人在衝突死亡，還不清楚
是否含有在婦女兒童。死者中有部分人是跳窗身
亡，其他人則是被越南警方槍擊而死。
這些中
國非法移
民的倖存
者和死者
的屍體已
於晚些時

候交付給中國軍
方。18日下午3點左
右，事發地已經恢
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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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延續的解說詞、不變的配樂，《舌尖2》開篇
的親切感撲面而來。然而與第一季的不同在題面

上就見分曉了：《腳步》、《心傳》，這些分集名比
第一季的《自然的饋贈》、《主食的故事》、《時間
的味道》在主題設置更加形而上，其筆觸也更多用到
了情感醞釀和編織上，美食部分反倒被壓縮了許多。
這令不少搬小板凳、備零食等待「深夜報社」的
小夥伴們意外的流下了更多淚水，忍住了口水。

人物更多 情感元素更突出
《舌尖》在眾多飲食節目中脫穎而出，靠的絕不只
是饕餮的美食，他一方面把美食深埋進最平凡的鄉野
民間，一邊把食物上升到民族性和文化的高度，讓觀
者不自覺的在舌尖上展現出作為中國人的文化自覺
性。
為了給弟弟上大學湊學費上山挖靈芝和天麻的藏族
小伙白馬，東奔西走從事辛苦的養蜂行業的老譚夫
婦，以船為家、奔波在東海上討生活的漁民、行走在
秦嶺北麓平原的職業麥客，山東農村製作煎餅的老夫
婦……較之上一季，《舌尖》用情感更為充沛的鏡
頭，再度瞄準了這塊土地上最可愛的勞動人民和食物
間的質樸聯繫，讓人們無法不仰視這些尋常人的身
影。

關注時下社會突出問題
在《舌尖1》走紅後，有人採訪到其製片人，其中一
位表示在播出前，他們曾對節目中隱含的，對中國
社會問題的揭示而感到擔憂，而如今，《舌尖2》已無
必要將借美食寓社會的野心隱藏，僅第一季中，就流
露出對空巢老人問題、中國農村6100萬的留守兒童問
題的關注，它在記錄下美食的同時，更將中國和國人
的巨變用飲食串聯，透無奈與心酸，正如結尾文案
所述：「這是劇變的中國，人和食物比任何時候都走
得更快。無論他們的腳步怎樣匆忙，不管聚散和悲歡
來得多麼不由自主，總有一種味道以其特有的方式，
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我們：認清明天的去向，不
忘昨日的來處。」

美食出自民間 拍攝技術提升
首集《腳步》中尚未出現專業大廚製作的精緻菜

品，所有美食均為受訪的普通人親手製作。其中的魚
醬燉稻花魚、福建泉州蘿蔔飯、山東煎餅卷大葱引發
了各籍貫遊子們的集體思鄉情，人們以在節目中發現
家鄉美食為樂，又藉美食抒發思鄉情。
《舌尖2》運用了現今流行的支持4K的F55攝像機

進行拍攝，畫面細節上更為出色，而大光圈的拍攝也
延續了對食物色彩的出色呈現，捕捉跳跳魚的一段高
速回放讓觀眾感歎《舌尖》團隊在拍攝和剪輯上的用
心和專業。

中新網電 相比《舌尖1》，《舌
尖2》加入了不少人文關懷，用人
物故事帶出地方美食，比如養蜂人

的豆花、香腸、臘肉；麥客的褲帶
面；海邊漁民為女兒學會捕撈跳跳
魚；留守兒童等到父母回家製作魚
醬。第一集《腳步》中，分集導演
李勇橫穿山東、浙江、貴州、青
海、西藏等地，記錄下人們與食物
之間的聚散離合。那麼李勇是誰？

陳曉卿：他是最拚命導演
總導演陳曉卿說，李勇一畢業就

在央視拍紀錄片，後來因為愛情
「嫁」到了重慶，現在是重慶科技
頻道導演。李勇有兩大愛好，一打
掃衛生，二背古詩，是一個標準的
文藝青年。
李勇是《舌尖2》中最拚命的導
演，為了拍白馬佔堆爬樹，用吊
單繩威亞把自己吊到了大概10層樓
的高度。這是違反拍攝原則的，回
來被我大罵了一頓：李勇你這是家

庭不幸福嗎？這麼折磨自己！
「《腳步》的定位是想反映人和

食物的變遷。」李勇解讀說，「人
類為了獲得食物到遠方去或者付出
很辛勤的勞動，食物本身也會遷徙
流動，這歸根到底也和人類的遷徙
分不開。」
在李勇看來，變遷只是表面上的

涵義，「更深一層的是，我們想表
達一種鄉愁，想說這是一個巨變的中
國，大家步伐很快，為了得到更多也
會失去很多，想體現這種意味。」

為美食尋找人物故事
對於留守兒童、歸國華僑等社會
熱點人物的設置，李勇表示並非刻
意而為，「每一集的導演會根據主
題再去找人物的故事。」他透露，
尋找人物的過程頗為漫長，大概耗
時兩三月的時間。

澳空軍讚中國空軍貢獻突出

李勇：冀表達鄉愁與變遷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
道，吊足吃貨胃口的
《舌尖2》終於開播，
首先與大家見面的第1
集《腳步》以感人的百
姓故事為線索，講述了
各種讓人迷戀的故鄉美
食，並統稱為「路
菜」。
片中奔波的人們帶出

了觀眾沉重的鄉愁，紛
紛感歎「口水與淚水齊
飛」。
節目播出中，網友不

斷表達自己的理解：
「《舌尖2》第 1集和
《舌尖1》相比美食顯
得不是那麼主要了，突
出的是人們的一種情
感。」在第1集中，食
物的採集者、生產者、
加工轉化者都是由人來
完成，故事加深了以人
為主的敘事習慣，讓人

看到更為豐沛的人文氣息，從這
個層面上來說，《舌尖上的中
國》似乎更應該叫做《舌尖上的
中國人》。
但也有觀眾認為《舌尖2》不

及《舌尖1》的渾然天成，反倒是
多了幾分刻意：「完全沒了第一季
淡然鄉愁的感動滋味，刻意煽情糾
結人情鄉味，素材太多展開太廣，
有些凌亂。」還有觀眾更加直白的
指出該片缺點：「編得像走基層，
形在意無存，主題之外承受了太多
強加的信息和主觀設計，畫面夠
好，剪輯節奏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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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在《舌尖2》近
500天的創作過程中，主創們如
何篩選各種美食？過程中印象最
深的是什麼？聽聽主創講述拍攝
中的台前幕後。
怎麼選？《舌尖》引發熱潮
後，「讓自己家鄉的美食出現在
《舌尖2》，成了熱門事，總導
演陳曉卿的微博每天被自薦私信
被塞爆了。《舌尖2》中所涉及
300多種美食，是經過幾個月挑
選出來的。「在分集主題確定
後，我們就兵分七路，去各地調
研了。」調研事無鉅細，包括每
種食物的來龍去脈，相關的人物
故事，甚至是它所屬鄉村的特
質，主人公小院幾點鐘光線最
好。《心傳》分集導演陳磊透

露，為了拍一種麵條，調研過程
持續了大半年，「在南方一直找
不到合適的故事，後來到西北才
找到。」
怎麼拍？「一邊工作，一邊吃
美食。」這是觀眾想像中「舌尖
團隊」的工作狀態。但事實上，
對一些主創來說，很多美食他們
自己都沒享受到過原味。「經常
是拍完才能吃上一口，而那時已
經冷掉，或是拍攝
對象吃剩的。」
《腳步》分集導演
李勇告訴記者。在
他這一集裡，很多
拍攝對象是輾轉
在全國各地，為
獲取食材而辛勞
的人們，「為趕

拍攝進度，很多時候都沒時間吃
飯，只能和泡麵相伴。」
怎麼製？沒日沒夜的後期製作

中，主創們印象最深的味道則是
「陳氏私房菜」。「總導演經常提
出幾十條修改意見，對我們進行
『折磨』。這時候他通常又會在劇
組裡做飯，我們吃吃就沒脾氣
了。」《家常》分集導演鄧潔透
露，一般是製片人朱樂賢買菜，
總導演陳曉卿下班後過來做飯，
「他做飯非常快，半小時就能做
一大桌子，很有家的味道。」

邊拍美食邊吃泡麵

新華社電 中國空軍赴澳大利亞珀斯執行馬航失聯客機搜尋任務以來，
連續24架次執行澳方統一安排的搜尋任務，澳空軍對中國空軍的專業精
神和為搜尋馬航失聯客機做出的突出貢獻給予高度肯定。

高度肯定專業精神
4月17日，多國空中搜尋行動指揮官、澳大利亞皇家空軍上校克萊格·
希普來到珀斯國際機場，慰問剛剛執行完搜尋任務返回機場的中國空軍機
組成員。克萊格·希普對新華社記者說，從3月24日開始，中國空軍執
行了澳方統一安排的每一次搜尋任務，對任務海域進行了廣泛而全面的目
視搜尋，為多國聯合搜索行動做出了突出貢獻，中國應當對他們的表現感
到驕傲。

會盡全力搜尋客機
擁有30年飛行經歷的克萊格·希普說，作為多國空中搜尋任務的協調

人，他和中國空軍的合作非常愉快，雙方的協調沒有任何問題，中國空軍

表現出了非常高的專
業素質。
「多國空中搜尋力

量是一個非常專業和
有效的空中團隊！」克
萊格·希普說，「我們
會盡全力搜尋失聯客
機，給機上人員的家屬
和朋友一個交代。」
隨同中國空軍機組執
行搜尋任務的澳大利
亞皇家空軍飛行員湯姆·布萊克本恩，對與中國空軍的合作印象深刻。
他說：「中國空軍具有非凡的團隊精神和學習能力，我向他們介紹的在

澳大利亞飛行的程序問題，他們都能很快掌握，這反映出他們平時訓練有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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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瞭望周
刊報道，蘭州威立雅公司副總經理閆曉
濤表示，4月2日，威立雅公司對水質進
行採樣，在10日的分析過程中發現苯含
量有異常，隨後進行了再次檢測，10日
15時確認苯超標，11日凌晨5時上報蘭
州市政府，不存在遲報瞞報問題。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11日凌晨3

時起，威立雅公司就開始向沉澱池投
加活性炭，試圖降解苯對水體的污
染，這與正式上報存在兩個小時的時

差。
而蘭州市公佈的時間表顯示，從11日

凌晨5時接報到16時30分召開新聞發佈
會，經歷了蘭州市主要負責人趕赴現場
處置、成立應急處置小組、多部門取樣
復檢、甘肅省成立應急指導組、傳達上
級精神並再次部署、撰寫新聞通稿等多
個環節，花費了11個多小時。
一些學者認為，正確的做法是果斷採
取緊急措施，大幅壓縮部署、會議時
間，及早告知公眾緊急避險。

蘭州苯超標

通報前數小時部署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劉漢、劉維

等36人涉嫌犯組織、領導、
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以及故
意殺人罪等案件在湖北省咸寧
市依法公開開庭審理。對公訴
意見中劉漢等人屬於黑社會性
質組織的認定，被告人劉漢及
其辯護人在首輪辯護中極力否
認。劉漢稱，自己一生中沒摸
過一把槍。起訴書中所涉及的

具體案件都是個案，不能借此
給他「戴上黑社會的帽子」。
公訴人指出，根據有關司

法解釋，在認定黑社會性質的
組織成員時，並不要求其主觀
上認為自己參加的是黑社會性
質組織，只要其知道或者應當
知道該組織具有一定規模，且
是以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為主要
活動的，即可認定。

劉漢：我一生中沒摸過一把槍

開播 饕餮中遍嚐鄉愁舌尖2

■《舌尖2》第一集《腳步》。 網上圖片

■《舌尖2》再
度瞄準了勞動人
民和食物間的質
樸聯繫。
網上圖片

■淮揚菜三套鴨。 網上圖片

■入選《舌尖2》的南京七家灣草
橋鍋貼。 網上圖片

■《舌尖2》花絮。 網上圖片

■4月18日，中澳雙方辦理航空發動機滑油交接
手續。 新華社

■4月19日，數名中國邊防部隊人員
進入越南開展工作。 中新社

■
度瞄準了勞動人
民和食物間的質
樸聯繫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騰訊網報道，幾經推遲的《舌尖上的中

國 第二季》終於在18日晚21點登上了中央電視台綜合頻

道。這檔大熱紀錄片引發的關注度早已呈現，開播前幾

天，網友們就自發的在微博、朋友圈中表達了期待之情。

幕後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