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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A1版）展览还特邀来自法国的摄影家和插画
家Rodolphe Toucas举行《人类数据Human Da⁃
ta》专题演讲。此前Rodolphe曾应中国大使馆文化
中心与法国大使馆文化中心邀请，携《人类数据
Human Data》摄影展亮相上海、北京、香港、重
庆、杭州、西安等多个城市。“我把城市理解为一
个网络、一个身体、一个数据有机体。每一个人本
身就是一个装有各种经历、知识和个性的数据包：
它们是人类的数据。我的艺术作品就是建立在人类
数据的基础上的。”Rodolphe和大家分享了作品创
作过程和理念，现场展出了他近年来用镜头记录的

“中国城市发展缩影”。
此外，当天还重点展示了市外协组织采访的

30位在慈溪工作生活过的外籍人士访谈“我与慈
溪共成长——30名老外眼中的慈溪撤县设市 30年
发展成就图文”，以及首届青瓷主题国际书法展中
的外文书法作品。

据新华社杭州10月28日电（记者 朱涵）浙
江大学谢涛教授课题组提出一种在塑料制品中精确

“编码”的方法，通过数字化调控塑料制品内部
“应力”，植入精致的“隐形”图案，实现信息的隐
形存储。相关论文日前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杂
志。

论文第一作者、浙江大学博士生张国高向记者
展示了几张硬币大小的透明塑料片，在偏振镜片
下，这些透明塑料片清晰呈现出二维码、彩色的蝴
蝶、蒙娜丽莎肖像等图案。“我们并没有在材料里
加入颜料，也没有改变材料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图
案是因为应力。”张国高说，应力由工艺原因带
入，在塑料制品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存在，日
后会以翘曲、变形、甚至开裂的形式释放出来，这
也是塑料制品不耐用的原因之一。

因为应力的存在，透明材料内部各个方向上的
折射率不同。在偏振镜片下，塑料制品内部会表现
出斑斓的色彩。

课题组找到了一种数字化控制应力的方法。研
究人员首先在 60摄氏度左右均匀拉伸一张高分子
塑料膜来储存应力，之后用激光打印机在高分子膜
上打印出不同灰度的图案，并用红外光照射，在素
色底片上定点“消除”应力。温度的差异，让每个
像素点应力的释放程度有所不同，于是应力呈现出
精细的梯度变化。这样一来，图案就从灰度“转
码”为应力分布，进而在材料中形成预设的“隐
形”图案。

浙大科学家
发明可编程塑料

就在前
几天的炸弹

包裹事件惊魂甫定之际，夺命的
枪声又在美国接踵响起。 27
日，美国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发
生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6
人受伤。

选举前的 10月往往会有突
发事件影响选举结果，这已成为
美国选举的一个特色，被称为

“十月惊奇”。但这次，已不再是
“十月惊奇”，而是“十月悲哀”。

仇恨生暴力
据美国媒体报道，27日枪

击事件的嫌疑人罗伯特·鲍尔斯
是新纳粹分子，曾在社交网络上
多次发表反犹仇恨言论，开枪时
高喊“所有犹太人必须死”。

此前一天，在佛罗里达州，
向十余名民主党政要和自由派人
士邮寄含有爆炸装置包裹的嫌疑

人西泽·萨约克落入法网。他驾
驶的车辆贴满充斥党派敌意的贴
纸，包括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等人的图片圈上
红色枪靶标记的海报。美国联邦
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
经鉴定这些包裹都不是假炸弹。

两名嫌疑人都坚决反移民，
但政治立场不尽相同。鲍尔斯狂
热反犹，他既反对民主党，也反
对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萨约克则是特朗普的狂热支持
者，仇视民主党以及批评特朗普
的人士。

两起案件定性也有不同。美
国司法部把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
案列为针对特定种族或宗教人群
的“仇恨犯罪”，而把炸弹包裹
案定性为“本土恐怖主义”。

尽管如此，两案的共性一目
了然：驱动作案者的，是令他们
内心世界“黑化”的愤怒、仇
恨、极端思想以及暴力倾向。

分裂具毒性
从目前调查看，两案都是

“独狼”作案，没有直接关联，
但类似案件却并不鲜见。2016
年总统选举以来，美国仇恨犯罪
和政治暴力事件都有增加趋势。

去年6月，持激进左翼立场
的詹姆斯·霍奇金森在弗吉尼亚
州一处美国国会棒球训练场枪击
正在打球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造
成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
等至少5人受伤。

去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
茨维尔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

“白人至上”极右集会并引发骚
乱。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
撞反对他们的抗议人群，造成一
死多伤。

民权组织全美有色人种协进
会今年 6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
示，美国 2017年仇恨犯罪率上

升，10座最大城市的仇恨犯罪数
量连续4年增加，达10年来最高水
平，“反黑人，反犹太人，反同性
恋和反拉丁裔是最常见的仇恨犯罪
类型”。

美国媒体近日在分析美国政治
生态时，常不约而同地使用“有
毒”一词。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日
趋极化的两党政治使美国政治土壤
感染了“分裂和仇恨”的毒性，刺
激了极端暴力事件的接连发生。

选举蒙阴影
炸弹包裹和反犹枪声，显然影

响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的氛
围，也冲击了两党选战最后阶段的
议题设置。共和党精心营销的大法
官任命、非法移民压境、对中产阶
层再减税、降低药价等一系列吸票
话题被大大冲淡，控枪问题则有所
升温。新的争论焦点是，谁该为政
治暴力和仇恨犯罪背后的土壤负

责。
显然，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

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文化冲突和
种族矛盾、社交网络假新闻和阴谋
论等等都是重要因素，而白热化的
选战则使得分裂与对抗不断发酵。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主流媒体
与特朗普相互指责。美国主流媒体
称特朗普的选举策略是煽动愤怒和
恐惧，而特朗普则称愤怒主要是主
流媒体的“假新闻”所引起的。

27 日犹太教堂枪击案发生
后，特朗普继续按原定日程参加了
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他呼
吁美国民众共同努力打击仇恨犯
罪，接着便把话题转向了选举和抨
击民主党。

分析人士指出，仇恨和暴力已
令美国中期选举蒙上阴影，并且中
期选举之后，这种阴影恐怕也不会
轻易消散。

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27日电
（记者 徐剑梅 孙丁 刘阳）

美国中期选举的“十月悲哀”

10月 28日，救援人员在重
庆万州长江二桥事发现场进行救
援。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发
生后，应急管理部正在调集救援
力量组织营救，同时请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参加的联合工
作组赶赴现场，全力指导协助地
方党委和政府做好人员搜救等处
置工作。10月 28日 10时许，重
庆市万州区一辆公交车行驶至长
江二桥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后
坠江。 ■新华社发

重庆万州一公交车与一小轿车相撞后坠江

下水管
堵 、 电 器

坏、锁难开……这些生活中看
似不起眼的小事，却难倒了动
手能力弱的都市人。请维修师
傅上门服务，费用可不低。在
不少大城市，“十元材料百元
人工”的现象并不少见，面对
节节攀升的维修人工费用，许
多“动手能力差”的都市人
颇为苦恼。

“两锤子”100元
维修费“由师傅说了算”

“三下五除二，师傅用锤子
敲了两下，把锁砸坏，门也开
了，前后不到 10 秒，收费 100
元。”在上海工作的小余，不小
心反锁了厨房门，请来开锁师
傅，既没有用到复杂的开锁技
术，也没有更换零部件，收费
却这么高。小余向开锁师傅提
出异议，“他不容置疑地告诉
我，上门开锁起步就是这个
价”。

记者在上海找到另一位上门
开锁师傅，他表示，破坏性地开
一次锁，市面上 80 到 100 多元
很 正 常 ，“ 大 家 都 是 ‘ 游 击
队’，收多点收少点都是自己
定，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收费
标准。”

和小余存在同样困惑的胡女
士，最近通过广州一家装修公
司，找到一位窗台贴砖的师傅，

“水泥砂浆、瓷砖这些材料都是
我自备的，师傅过来只需要贴一
块砖，10分钟完成，一开口就
是200元。”

“家里这些琐碎的维修小
事，看起来简单，但让我犯
难。”胡女士认为，因为消费者
无法准确评估一个维修项目的人
力价值有多高，和师傅之间信息

不对称，让消费者产生一种不安
全感。

如果是家用电器坏了，通
过官方售后会否有比较透明统
一的价格标准呢？记者致电某
知名家用电器品牌的客服中
心。客服表示，过了保修期的
空调电器，需要先给 50元的上
门费，最终的维修费用“由师
傅说了算”。在记者提出就某型
号空调加氟单项，希望客服提
供一个价格参考区间的时候，
客服说：“我们这里没有报价，
也没有大致的价格区间，具体
价格还是以当地师傅报价为
准。”

四大原因
促成维修人工费用上涨

“虽然维修人工费用看起来
‘飘忽不定’，但还是存在一个市
场普遍报价区间。”一位从事几
十年电器销售的吴经理告诉记
者。

是什么促成了维修人工费用
上涨呢？记者调查发现，生活成
本高、中介抽成多、成熟工人
少、社会发展快等是背后的原
因。

——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
“实则赚不了多少钱”。来自江西
的电工王师傅平时上门起步价
就是 150元，他表示，价格不是
他定的，而是行业内默认的报
价，“一个月生意有好有坏，但
一天来去一趟至少两个小时，做
不了几家。平均下来一个月大概
挣一万块，但是租房子去掉三
四千，还有每天奔波在各家各
户间的路费，实则赚不了多少
钱。”

——中介平台抽成多，“报
价不得不高一点”。在上海从事
房屋维修 20 多年的吴师傅介

绍，很多维修工人会找到网络平
台上的中间商，由中间商派活给
他们，中间商抽取 20%-30%的
提成。“中介为了抽成拿得多一
点，给你的报价不得不高一
点。”

——2 到 3 年技艺成熟期，
“年轻人等不起，工人就少了”。
来自江苏的朱师傅说，干家电维
修这一行，没有两三年的学习成
长，很难成为独当一面的成熟维
修工，“既要花时间学，还累，
又不见得比送外卖、快递挣得
多，年轻人等不起，工人就少
了，但活儿多，以后估计工钱还
要涨呢。”

——社会发展快，产品部分
价值转移到人工维修上。广东
省中山市技师学院副院长陈建
辉表示，人工费超过材料费的
现象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
新高度的表现。随着科学技术
的不断进步、生产工具的不断
改变，产品将越来越价廉物
美，产品的部分价值将会转移
到为产品提供各种附加服务的项
目中来，如安装、搬运、维修
等。

教育、社区、行业
都要迈进一步

花 100 元砸了把锁，小余
至今想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

“ 小 时 候 总 觉 得 爸 妈 是 全 能
的，家里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有
解决方法；上大学学的都是一
些从理论到理论上的东西，出
来工作独立生活，才发现生活
经验有多匮乏，所学的有多没
用。”

尽管社会分工不同，个人经
历各异，但有 20多年教学经验
的高校教师郭彦军坦言，劳动技
能教育在学校中仍存在被忽视和

弱化的现象，“我们习惯于认为只
有职业教育才需要重视劳动技能的
培养，但对于个体的人而言，缺乏
基本的劳动技能也很难说实现了全
面发展。”

实际上，现在已有高校设置了
工科实践基地，这给学生提供了动
手操作的平台。但实践教学能否覆
盖到所有的学生群体，教学内容能
否切实提高劳动技能，实践教育依
然有进步空间。有志于全面发展的
学生应该主动参与，才不至于今后

“悔不当初”。
“解决生活中小事，社区也

可以出一份力。”上海浦东陆家嘴
街道市新居民区负责人李娟介
绍，居民区的服务站里有一个公
益小屋，里面提供了不少家电、
房屋维修的公益小卡片，通过拨
打上面的电话，可以联系到与公
益组织长期合作的维修师傅，“这
些师傅受公益组织推荐的同时也
受到监督，再加上常年服务于社
区，大家都很熟悉，开价也较为合
理。”

“其实国家有关部门早在
2005年就印发过《家用电器维修
服务明码标价规定》，现在看来，
仍然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行动
中。”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
务所律师袁晓波表示，一是商家要
做到明码标价，要将服务费、配
件费等收费标准透明化标准化；
二是维修人员要持证上岗，保证维
修质量；三是商家要主动出具结
算清单，让日后争议有据可寻；
四是要做好保修工作，明确保修范
围。

针对维修工人缺乏的问题，
陈建辉认为，随着劳动者价值得
到充分体现，自然会吸引更多人
投身到这个行业，教育与培训有
了沃土，行业会有更高层次的发
展。

新华社上海10月28日电（记
者 王默玲 荆淮侨 许东远）

“十元材料百元人工”

面对维修人工费用上涨都市人该怎么办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10月27日电（记者 贺灿
铃）土耳其、俄罗斯、法国和德国领导人 27日在
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有关叙利亚局势的四方
峰会。峰会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四国领导人
呼吁在叙利亚全面停火以减少流血冲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
布会上说，四国领导人就叙利亚局势进行了“富有
成效的”磋商，要求叙利亚方面尽快完成宪法委员
会的组建。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将在
今年年底前成立运行。

四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说，反对叙利亚任何
一方使用化学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在叙利
亚和世界其他地区使用化学武器都是不可接受的，
军事攻击伊德利卜省会增加恐怖主义外溢风险并引
发新一轮难民潮。

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开启叙利亚政治进程需
要举行面向全体叙利亚人民的自由、公正的选举，
四国将致力于在伊德利卜省实现持续永久停火。

9月14日，法国、德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四国
高官在伊斯坦布尔会晤后达成共识，伊德利卜问题
必须通过“政治而非军事途径”解决。伊德利卜省
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接壤，是叙反对派武
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制的最后一块主要地盘。

今年1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叙利亚全国对话
大会决定成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专职宪法制定
与改革工作，这成为叙利亚政治进程的重要一步。

叙利亚局势四方峰会
呼吁在叙全面停火

新华社长春10月
28日电（记者 赵丹
丹）“大夫，我家孩子
今年4岁多，比同龄的
孩子都矮，你看看这是
咋回事？”近日，长春
市民于女士带着4岁多
的女儿果果前往吉林大
学第一医院就诊。经
专家诊断，果果属于因
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生
长发 育迟缓的儿童，
应及时进行干预治疗。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小儿内分泌遗传代谢科
杜红伟教授介绍，果果
身高只有 90厘米，比
标 准 身 高 矮 10 多 厘
米，比矮小身高还要矮
近 6厘米，属于典型的
生长发育迟缓表现，应
采用重组人生长激素进
行及时干预和治疗。

“很多家长带着疑
似个矮的孩子来看病，
一听说要用激素，就不
治了。还有人说‘二十
三还能蹿一蹿’呢，现
在矮一点不着急。其实
这是属于自欺欺人，一
定要尽早治疗，不要耽
误了 3-12岁的最佳干
预时机。”杜红伟说，
因为孩子年龄越小，
骨骺的软骨层增生及分
化越活跃，儿童骨生长
的潜力及时间空间越
大，对治疗的反应越
敏 感 ， 生 长 效 果 越

好。而且矮小儿童年龄越小体重
越轻，所用药物剂量越小，花费
越少。另外，杜红伟介绍，重组
人生长激素是全球儿科学界公认
的治疗矮身材的唯一安全有效
药物，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 30
年的安全使用史，家长无须担
忧。目前，生长激素缺乏症、特
发性矮小、特纳综合征、小于胎
龄儿等矮身材常见类型，都属
于生长激素治疗适应症。

专家建议，家长一旦发现孩
子每年长高不到5厘米、一直坐
在班级第一排、长期低于同龄人
半个头或性发育提前，要及时
到正规医院就诊、检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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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洛杉矶10月27日电（记者 黄恒
高山）塞班当地时间 28日上午，中国四川航空公
司航班号为 3U8647的包机在塞班国际机场降落，
成为塞班遭受超强台风“玉兔”袭击后首个飞抵塞
班的国际航班，滞留当地的中国游客开始有序回
国。按计划，当天有4架飞机接送中国游客于北京
时间28日下午回到中国。

因受到今年最强台风“玉兔”袭击，塞班国际
机场包括导航、通信在内的多处设施被损毁，机场
被迫关闭，致使大量外国游客滞留，其中包括大约
1500 名中国游客。在美国航空和救援部门努力
下，机场于当地时间 28日上午重新对民航开放，
但由于条件限制，开放仅限白天，一共可起降6个
航班。

根据机场发布的时刻表，当地时间28日共有5
个来自国外疏散游客的航班。除川航这架包机
外，还有来自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首都航空公司和
香港航空的另外三架飞机在塞班降落，接回滞留中
国游客。

塞班国际旅行社总裁刘树衡当地时间 28日在
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滞留当地的中国游客食
宿安全都有充分保障，99%的客人情绪稳定，但有
些人担心不能及时回家。昨天晚上听说机场第二天
开放，中国航空公司将在第一时间派飞机来接大家
回家后，所有人都非常兴奋。”

“这次游客疏散工作虽然非常繁杂，但还是很
顺利的，这要感谢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
更要感谢中国外交部、民航部门和川航领导的大力
支持。”刘树衡说，“川航早就在国内备好了两个航
班的飞机和机组人员，待塞班机场硬件条件一允
许，便派飞机过来接人，所以才能如此神速。其他
中国航空公司也是一样，很给力。”

因台风滞留塞班
中国游客开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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