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

的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本世纪第二个
十年间 ，体重超重的成年人比例明显
高于上一个十年 ，但愿意减重者比例
却在下滑。

盖洛普公司在全美范围内调查

超过 1000 名成年人，询问他们目前体
重 、如何看待自己体重以及是否愿意
减重 。 结果显示 ，2010 年至 2019 年
间 ，28%成年人体重不低于 90.78 千
克 ，比例比上一个十年高出 4 个百分
点 。 不过 ，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似乎不
受体重增加困扰 ，自认为体重 “严重 ”
或 “稍微 ”超重者仅占 38%，比上一个
十年少 3 个百分点 ；愿意减重者占比

大约 54%，比上个十年减少近 10%。
盖洛普公司在 11 月 27 日发布的

《健康与医疗 》调查报告中说 ，肥胖成
为当今美国 “流行病 ”，每年关联五
分之一死亡病例 。 虽然政府部门致
力于减少肥胖人口比例 ， 但这项调
查显示这些努力 “明显不够 ”，需要寻
找新方法。

（王鑫方）

今年是高剑父诞辰 140 周
年，由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
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主办的《先
声———高剑父艺术研究文献展》
近期在岭南画派纪念馆举行。 共
展出中国画、书法、画稿，以及照
片、 手稿等珍贵作品文献 230 余
件， 包括高剑父弟子黎明带来的
写生稿藏品 55 件。而广东画院拿
出的珍藏版高剑父书画作品更是
首次展出。

展览将持续至 12 月 8 日。

特色文献展显现“正
在进行时”

展览分为“序章：晚清广东文
化与岭南画派的萌发”“从隔山到
东瀛： 高剑父的求学生涯”“上马
杀贼、提笔赋诗”“先声：高剑父与
‘新国画’”等板块，以时间为线索
勾勒高剑父波澜壮阔的一生。

岭南画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
韦承红表示， 此次展览是该馆首
次以文献展的方式解读高剑父的
艺术研究，展览提供大量的原作和
史料，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个“正
在进行时”的高剑父。 其中一些材
料就透露了高剑父早年在广州的
历程，不少故事、细节鲜为人知。

在展出的写生手稿中， 还有
大量对昆虫、花卉的描绘，是高剑
父日本留学期间在“名和靖昆虫
研究所”对大量昆虫标本的临摹。

手稿上每个局部都标有特别的记
号， 并附有文字的记录。 可以看
出，高剑父在写生创作过程中，吸
收了当时日本流行的“格物”精
神。“画稿注重对象的结构性分
析，而不是绘画的技法。 ”

形象立体，可谓“全才”
本次展览呈现出一个立体、

丰富、可谓“全才”的高剑父形象。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

州美术学院院长、 岭南画派纪念
馆馆长李劲堃说， 高剑父的影响
力和成就，远不止于绘画。高剑父
在 20 世纪的整个艺术探索历程，
都有待我们还原和求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陈瑞林
也表示：“高剑父和岭南画派的画
家怎么样立足中国、放眼亚洲、放
眼世界的问题， 也是我们中国艺
术走向世界的问题。 高剑父是一
个爱国主义者， 同时也是一个国
际主义者。 ”

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馆员陈滢则认为， 过去岭南绘画
长期处于全国画坛的边缘， 高剑
父的出现为岭南画坛开辟了一个
新时代， 让广东美术在全国绘画
的“中心”占有一席之地。 他对广
东美术各方面的影响力， 值得继
续深度挖掘。

(朱绍杰 )

冬眠的哺乳动物体内会蓄
积大量脂肪，但苏醒后它们依然
能保持健康。这表示冬眠动物可
能进化出一种能力，可以“关闭”
某种基因片段，而这些基因片段
可能控制着与肥胖相关基因的
活动。

研究人员对不同栖息地的

四种冬眠动物进行了研究，包括
十三只纹地松鼠、 避光鼠耳蝠、
倭狐猴和马达加斯加小刺猬。经
过基因组比对后，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哺乳动物都独立进化出一种
被称为“平行加速区”的短链非编
码 RNA 片段，它们可能与“关闭”
控制肥胖的基因片段有关。

瑞 士 艺 术 家 Simon�
Berger 开发了一种非常有趣
的艺术创作方式———敲裂玻璃
作画。 你可以说他的创作就是
一种“搞破坏”，因为他的工作

就是要将一块好好的玻璃一
点点地敲出裂纹，直到它呈现
出自己的理想状态。

被“破坏” 的玻璃常常被
人嫌弃，因为当你靠近站在这
块被“破坏”的玻璃跟前时，你
只会担心它是否会整块碎掉
砸伤你，看不出它上面的裂纹
有任何意义。 只有当你站远一
点，再来看这块玻璃时，才能
发现原来它上面的裂纹已形
成了一幅有趣的画，比如一张
美人脸。

Berger 表示，他选择这种
方式创作，其实是渴望作品能
被认真对待，能引起更多人注
意。 这的确是一种从未有人使
用过的创作技术———用锤子和

凿子打碎玻璃 ， 创造出详细
的、可识别的图案。 Berger 说
这个创作过程是危险而且艰难
的，因为一不小心，创作对象
就会被完全毁掉，碎玻璃四溅
还会伤到人。所以 Berger 更喜
欢用夹层玻璃或汽车前面的挡
风玻璃来作画，他会先在玻璃
表面用笔大致绘出图案，标出
可以受力的点，然后再用工具
轻轻地敲击，直到裂纹能呈现
出自己想要的精细模样。

刚开始创作的 Berger 也
曾敲碎过许多块玻璃，但“只要工
夫深，铁杵磨成针”，经过无数次
的练习与尝试， 如今他已能驾轻
就熟地敲出想要的细致裂纹了。

（文/BOBO 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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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趣生物

多棱镜“百年先声”文献展
呈现“全才”高剑父

冬眠动物的进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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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在玻璃上搞“破坏”
———站远点再看，你就知道这是啥了

研究人员通过收集人类基
因组数据，发现人体内与控制肥
胖相关的基因附近也不规则地
分布着这类RNA片段。

为确认这种联系，研究人员
检测了普拉德-威利综合征患者
身上与综合征相关的基因，研究
人员发现在与综合征相关的基
因附近也出现“平行加速区”的
富集。 普拉德-威利综合征是由
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症状表现
为无节制饮食从而导致体重持
续增加及严重肥胖。

通过收集人类和冬眠动物
的数据， 研究人员共发现了364
个可能用来调控冬眠和肥胖的
基因片段， 他们正在利用

表观基因编辑工具在实验小鼠
身上测试这些基因片段的功能。

论文作者、犹他大学神经学和
解剖学副教授克里斯托弗·格雷格
说，肥胖和代谢紊乱对人类健康构
成多种风险，发现基因组中这些片
段的功能将为未来的研究奠定基
础，有望开发出衰老、痴呆和代谢
紊乱等疾病的治疗方法。 （周舟）

也许能治疗你的肥胖

◎冬眠动物能“关闭”致肥基因？

◎无节制饮食可能是遗传的？

调查显示：
胖人增多

但愿减重者减少

美国阿拉斯加卡特迈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

区最近给棕熊举办了一场“胖熊争霸赛”,冠军

就是这只 435 号棕熊 Holly� � 图 / 视觉中国

高剑父的写生稿（资料图片）

本版制图 / 湛晓茸

黎小田不仅是优秀的创作者，
还是一位出色的制作人。 他曾举
办新秀歌唱大赛， 发掘了一批明
日之星， 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他
与张国荣之间的深厚友谊。 1977
年， 张国荣参加丽的电视举办的
亚洲业余歌手大赛，选了一首7分
钟的英文歌《American� Pie》，大
赛主办人之一的黎小田认为歌曲
太长，一定要砍到三分钟。 年轻气
盛的张国荣找黎小田理论， 直接
说 ：“It� doesn’t� make� sense！
（这不合理！ ）”这一句话，让黎小
田记住了这个有性格的年轻人。
后来， 张国荣在比赛中获得香港
区亚军而正式出道。

黎小田可以说是张国荣演艺
生涯中的明灯。 张国荣当初出道
时是比较尖细的“鸡仔声”，黎小
田指导他把声音压低， 类似“猫
王” 的嗓音， 变得磁性而充满魅
力。后来，张国荣跟随黎小田转投
华星唱片， 黎小田监制的粤语专
辑《风继续吹》帮助张国荣突破瓶
颈期，登上天王之位。张国荣曾在
采访中表达对黎小田的感谢：“他
给我很多机会， 很多有商业价值
的歌曲，都是他提点我的。 ”两人
的感情亦师亦友，张国荣曾回忆，
黎小田是一个很爱哭的人， 在张
国荣1989年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
场， 黎小田以嘉宾身份为张国荣
作钢琴伴奏，“我（的眼泪）忍了很
久， 没想到他的眼泪是喷出来的
……”

黎小田1982年在TVB举办了
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 当时还在
酒吧唱歌的梅艳芳在黎小田的鼓
励之下报名参赛， 最终以第一名
出道。 比赛之后，黎小田评价梅艳
芳：“从新人来讲，再来十年，都不
会出一个像她这样好的。 ”1989
年，黎小田为电影《胭脂扣》写了
同名主题曲并交由梅艳芳演唱，
这首歌也帮助他获得了第8届香
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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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为《香港，中国的香港》谱曲

与红颜知己薛家燕友谊延续数十年

与顾嘉辉平分电视剧音乐江山

乐坛伯乐一手发掘
张国荣梅艳芳等人斯人虽逝，“长城”永在

香港著名音乐人黎小田病逝，曾创作《万里长城永不倒》等金曲

12月1日早上， 香港著名音乐人黎小田秘书在
社交网站上发布声明， 表示黎小田于当天早上7时
55分安详离世，终年73岁。 在香港乐坛群星闪耀的
上世纪70年代， 黎小田在创作上与顾嘉辉齐名，写
过《万里长城永不倒》《侬本多情》《胭脂扣》等大量
脍炙人口的流行金曲； 当音乐制作人， 又一手捧红
了张国荣、 梅艳芳等巨星。 他的两段婚姻均以离婚
收场，与红颜知己薛家燕的友谊却延续了数十年

为《大侠霍元甲》创作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脍炙人口

与薛家燕的友谊跨越数十年

黎小田 图/视觉中国 黎 小 田 是 张 国 荣

（上）、梅艳芳（下）的伯乐

为电影《胭脂扣 》谱写的同名
主题曲亦成经典

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隐退
的黎小田， 近年来再度活跃在
公众视野。 他与薛家燕担任主
持的TVB怀旧音乐节目《流行
经典50年》大受欢迎，最高平
均收视达到30点，堪称近年来
TVB周末档的收视奇迹。

《流行经典50年》 播出两
年，收视一路高企 ，不断“添
食”。不过，今年5月，黎小田因
为肺炎入院而辞演《流行经典
50年》。经过一段时间调理后，
黎小田出院， 并在今年7月底
出席《流行经典50年》联欢晚
宴，与薛家燕、陈敏之、胡诺言
等主持聚会。 黎小田当时气色
不错，发言时还开玩笑，指电
视台的冷气太大，导致自己生
了病， 并表示自己已经康复。
10月，有报道称黎小田检查出
肺部阴影，近日更传出他病重
入院的消息。 有记者遇到薛家
燕、陈欣健等圈中好友和后辈
前往医院探望，但面对记者的
询问都三缄其口。

12月1日清早， 黎小田秘
书在社交网络公布黎小田死
讯。 声明中表示：“根据老板黎

先生生前的意愿，将不会对外
作任何有关病情之交代，并希
望能以低调方式处理。 稍后时
日，我谨以秘书代理人身份代
表黎小田家人向大家再作有
关丧礼事宜的发布。 ”

曾与黎小田合作主持《流
行经典50年》 的陈敏之回复羊
城晚报记者：“伤心、难过，怀念
跟他一起主持 《流行经典50
年》的日子。 ”陈敏之表示，黎
小田入院之后， 她曾前往医院
探望。 回忆起与黎小田共同主
持《流行经典50年》的经历，她
说：“在司仪房时， 家燕妈妈与
小田哥跟我们细说当年的趣
事， 他是一位很幽默风趣的前
辈， 十分感谢他对我的教导和
鼓励。 ”

中山市政协主席、广东省
作协副主席丘树宏听闻黎小
田离世的消息，倍感悲痛。 黎
小田祖籍中山，平常与故乡颇
多联系。 丘树宏曾与黎小田合
作过《追寻》等歌曲，他对记者
透露，黎小田本打算为他的新
词作《香港， 中国的香港》谱
曲，如今却没有机会了。

黎小田有过两段婚姻， 均以
离婚收场。 上世纪80年代跟第二
任妻子关菊英离婚后， 黎小田就
没有再娶。不过，他一直有一位友
谊长达数十年的红颜知己， 那就
是跟他一起合作主持《流行经典
50年》的薛家燕。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黎小田与
薛家燕以组合身份活动，共同出唱
片、主持访谈节目《家燕与小田》。
两年前接受港媒采访时，黎小田承
认曾与薛家燕渐生情愫，但两人性
格南辕北辙：富家出身的黎小田有
大少爷的讲究和脾气，而薛家燕却
是个朴素勤奋的人。

最终， 两人成了一辈子的朋
友。在薛家燕人生遭遇低谷时，黎
小田义不容辞为她奔走。 上世纪
90年代， 一度息影的薛家燕因离
婚而复出， 独自抚养三个子女，

经济压力非常大。由于片酬太低，
她原本推掉了TVB长剧《真情》的
工作。 黎小田得知后， 直接找到
TVB艺人科主管， 为薛家燕争取
到相当于当红艺员的片酬。 2001
年，薛家燕的另一部代表作《皆大
欢喜》开播，久违荧屏的黎小田客
串出演“武麒麟”，与薛家燕饰演
的“慈姑” 有颇多对手戏。 2017
年， 黎小田应薛家燕邀请出山主
持《流行经典50年》，一做就是两
年，身兼主持、音乐总监、伴奏、编
曲等众多职位。

在黎小田弥留之际， 薛家燕
与黎小田的家人和一众好友陪伴
在他身旁。 薛家燕在昨天回复媒
体时透露：“整晚， 大家唱了很多
首小田的名作， 尤其是《心肝宝
贝》，是他去年的演唱会中指定要
我唱的歌。

黎小田原名黎田英， 父亲是
作曲家黎草田，母亲是作家杨莉
君。 在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长
大，黎小田也早早展现出艺术天
赋。 因为父亲曾为长城电影公司
做配乐， 黎小田从5岁开始便有
机会拍电影，曾参演过楚原导演
的《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亲原本希望儿子走上古典
音乐的道路， 从小培养他学钢
琴。 但当时正值西方流行音乐兴
盛，黎小田抱起吉他、跟着收音
机学“猫王”唱歌。 他曾在节目中
回忆：“我的声音低沉，学猫王很
像，猫王又很有型，很讨学校女
生喜欢。 但父亲不喜欢，还曾打
烂我的吉他。 ”从英国留学归来
后， 黎小田与陈欣健组了乐队，
并在1973年夺得TVB第一届“作
曲邀请赛”季军，开始创作人生
涯。 随着黎小田在流行音乐领域

取得了成绩， 父亲的态度也慢慢
从反对变成支持。

如果说顾嘉辉和黄霑承包
了上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电视
剧音乐的半壁江山，那么另外半
壁江山的领头人绝对是黎小田。
1975年，黎小田加入丽的电视担
任音乐总监，与时任TVB音乐总
监的好友顾嘉辉“打对台”。 在
丽的的八年间，黎小田与词人卢
国沾这对搭档包办了大部分电
视剧主题曲 ， 其中 《大侠霍元
甲》 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
更是成为一代经典。 上世纪80
年代，黎小田加入无线电视旗下
的华星唱片，他又与词人郑国江
搭档 ， 为TVB创作了 《侬本多
情》（《侬本多情 》 主题曲）、《伴
我起航》（《新扎师兄 》主题曲）、
《愿你知我心》（《绝代双骄 》主
题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