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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狼有缘
抱回成都的小狼

遭哈士奇主人笑“土狗”

一次去若尔盖草原写生，改变了女画
家李微漪的轨迹。她偶然听牧民说，被毒
死的母狼遗留下一窝小狼，就用了3天时
间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上寻找，救活了其中
一只出生才5天的小狼。她把小狼带回成
都喂养，并为它起名“格林”。

格林在城市长大，在镜头里像宠物一
样和李微漪亲昵。纪录片刚一开场，它会
咬断家里的电线，会和家里的另一只银狐
犬打架，也会卧在沙发上百无聊赖，用嘴
打开电视机，播放狼群捕食的画面，甚至
一时兴起，一头跳进小区的池塘，抓回一
条鲤鱼甩在客厅的地板上。

在城市养了一条小狼，周围人真的没
有人发现吗？李微漪笑言，小狼才抱回家
的时候，毛茸茸的非常可爱，大多数人都
以为它是土狗。有次她抱小狼去宠物医
院打疫苗，与一个牵着哈士奇的人狭路相
逢，对方炫耀自家宠物血统纯正，是正宗
的狼室后裔，还嘲笑她带来的“土狗”其貌
不扬，让她笑而不语。

两个月大的时候，格林狂野和嗥叫的
狼性开始显现。小狼在电视里看到狼群
遭人类伏击惨死画面，立刻跟着狼群昂首
嗥叫，让李微漪听得心惊肉跳。与此同
时，小狼没有同伴，弄不清自己的角色是
狼是狗，还跑出小区差点被车流碾压。又
一个深夜，小狼凄厉的嗥叫引起万家灯
火，李微漪一边埋怨亦风“少给它看悲惨
的片子”，一边萌生了个想法，决定带它回
到草原，重返狼群。

与狼有恩
不慎跌倒扭伤脚

格林“牵”匹马来营救

在草原上安营扎寨长达半年时间，历
经了酷暑严寒的天气考验，李微漪和亦风
带着格林寻找狼迹。他们数次遭遇猛禽
与藏獒攻击、天气突变、弹尽粮绝，长大的
格林护佑着她，用动物的语言提醒她天气
的变化，以及即将到来的危险，甚至会捕
食野兔接济饥寒交迫的他们。

从最初的偏见和顾虑，到拿出手机、
相机等设备无意识地拍摄记录，再到最后
放生一刻的不舍，亦风和格林相处的十个
月，内心的波澜起伏显而易见。当李微漪
抱回这头小狼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拒绝
的，只是出于艺术家的习惯，拍摄了一些
小狼生活场景的素材。

直到2013年底，当他们得知格林被
捕的消息，连夜赶回若尔盖草原，“白天找
孩子，晚上剪片子”，这才萌生了创作一部
纪录片的念头。“我们能救一匹狼的命，能
改变一群狼的命运吗？希望用这部片子
唤醒大家关注狼群、关爱草原的意识。”

最让观众感怀的一个镜头，表现了小
狼通人性的一面。李微漪在冰面上滑倒，
脚踝受伤动弹不得。格林沉思片刻，悄悄
跑远。它居然冲向附近牧民的马群，认出
相熟的牧民饲养的马匹，连推带吼，叼着
马绳赶来营救。如何拍到这个温情脉脉
的镜头？真的没有剧本吗？

亦风揭秘，所有的镜头都是无意识的
抓拍，既没有剧本，也无法预知当天能拍
到什么画面。特别是附近的牧民告状格
林咬死他们的牛羊之后，他们每天都要拍
摄格林“不在场的证据”，必须把它的行踪

“套在镜头里”，这才抓拍到很多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的画面。李微漪调皮补充，“我
猜测动物之间也有特殊的语言交流吧”，
她用地道的四川情景再现：小狼可能跟马
说，“马师傅，我们妈崴到脚了，你帮个忙
嘛”，逗得观众前俯后仰。

与狼有情
每年回一趟草原

格林早已“娶妻生子”

在原生态的镜头下，格林像个孩子一
样成长。李微漪轻声哼唱《传奇》的旋律，
格林忍不住打岔，上演真正的“鬼哭狼
嚎”。李微漪爱抚小狼的额头，用宠溺的
语气为“儿子”点赞：“你还会转调呢！”草
原上千里冰封，李微漪他们弹尽粮绝，饥
寒交迫之中，他们偷偷刨开了格林藏匿猎
物的巢穴，一边拷野兔，一边内心挣扎“这
样不好不好”。而格林发现猎物落空了之
后也没生气，下次还在老地方存放食物。

尽管与狼共舞的10个多月，李微漪、
亦风都和格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但他们
还是不能违背狼的天性，亲手将它送回狼
群。重返狼群之路走得异常艰辛，格林先
是被狼群排斥撕咬，然后被牧民围追捕
杀。目睹了猎手用600多匹狼的头皮缝
制的大衣之后，李微漪心有余悸，后悔将
小狼放生。

最终，小狼跟着狼群离去，消失在茫
茫的草原上，看得观众泪目。伴着星星点
点的烛光，李微漪在电脑上一字一顿地敲
下了长篇纪实小说《重返狼群》，记录下国
内首次将人工饲养过的狼成功放生的故
事。他们二人都是第一次做电影，自学剪
辑，花了7年时间，才将拍摄了1000多个
小时的素材剪辑成90分钟的纪录片，终
于搬上大银幕。

自学剪辑的辛苦不言而喻，李微漪和
亦风开玩笑说，等咱们格林的影片剪完
了，拿到狼山下，放一场坝坝电影，狼嚎声
起时，狼群会不会来看？

问及小狼的近况，李微漪有些伤感，
自那次分别之后，他们每年都会回趟若尔
盖草原，寻找格林的踪迹。2013年，他们
发现格林已经“娶妻生子”，来不及喜悦，
就在镜头里捕获小狼崽一只接一只死掉
的悲惨，4个狼崽仅剩一个幸存者。今年
过完春节，李微漪再一次踏上草原，她和
格林隔着一条长河遥远地对视，内心一遍
遍期盼格林“要活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摄影 刘陈平

2017年“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将于5月17日至21日在双流体育中心拉开
战幕，斯洛伐克、匈牙利、伊朗以及全新组建
的U19中国青年队共四支国青队，将在成都
展开角逐。作为该级别高水平的国际青年
足球比赛，成都此前已连续举办了三届“熊
猫杯”，巴西、日本等足球强国的青年国家队
都曾来到成都参赛，佩雷拉、达尼洛、张玉宁
等足球明星曾代表各自球队出战。

今年的“熊猫杯”最大看点，自然是由新
近上任的德国主帅伊塞克率领的U19中国
队，尤其这支球队中还有多名四川小将的身
影。“这次比赛对中国队非常有挑战性。”中国
国青队新上任的德国籍教练伊塞克表示，这
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带领中国国青队参加的首
个国际性赛事，因此他对比赛相当重视。在
此前他特意与中国国青队教练组前往多个赛
区，观看了全运会预选赛，并从中选拔了50
名球员进入集训。此番前来成都参加比赛的
球员，是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精心挑选出来
的阵容。伊塞克讲到，自己的目标不仅是要
带领国青队闯进世青赛，另一个目标就是帮
助国家队储备人才，“除了比赛成绩，我也希
望我的球队能够出现一两名优秀的球员，能
够进入中国国家队。”伊塞克说。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时刻提醒队员们

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伊塞克说，因为接手
国青队时间不长，因此与球员们还有一个磨
合的过程，自己会逐渐将技战术理念灌输给
队员们，让他们通过更多的比赛来建立成熟
的技战术体系，并提高自信，“在此期间，让
球员们得到成长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按照本届“熊猫杯”的赛程，U19中国队
将在5月17日率先挑战匈牙利队，随后将
于19日迎战伊朗队，21日对战斯洛伐克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摄影报道

作为成都足协在2014年开设的比赛，
“熊猫杯”已经成为成都足球的一大重要赛
事。经过了几年时间的发展，“熊猫杯”终于
成为了四川足球的一盏薪火，在本次U19参
加熊猫杯的集训名单上，有3名来自成都足
协的球员入选了正式名单，2名球员入选了
替补名单，此外，还有来自上海申花的刘若
钒和来自山东鲁能的刘超阳，也是出自四川
的好苗子。

四川足球青训成果迎来井喷
总所周知，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四川并

没有职业足球队参加中国顶级联赛，这也一
直是四川足球人心中的痛。在暂时没办法立
刻拥有中超球队的情况下，四川足球、成都足
球的出路在青训，这是几年前就有的共识。

于是加强青训系统，送有天赋的小球员
到海外踢球，甚至还全力打造了一项国际青
年赛事……这是成都足球放出的大招。从
2014年的第一届赛事开始，每一次熊猫杯
的参赛名单中都有成都培养的球员，特别是
这一次的集训名单中有多名川籍球员，完全
是成都足球在青训领域的一次井喷。

这一次的U19名单，成都足协共有黄锐
烽、罗新、鱼俊伟三人入选，另有牟壹铭、赵
文智两名小将进入了替补名单。此外，还有
四川走出去的两名小将，也将在家乡父老面
前进行一次“汇报演出”。一位是来自上海
申花俱乐部的南充小将刘若钒，近来颇受关
注，另一位是来自山东鲁能青年队的成都小

将刘超阳，曾在巴西进行训练，是四川足球
著名的“星二代”、老全兴名将刘斌之子。

输出人才 后续发展值得期待

能够进入U19名单已是不易，而球员们
的后续发展更值得期待，如果能够继续努
力，很可能将会在未来的中超甚至国际赛场
上大放异彩。

2014年的熊猫杯上，U19就有2名成都
球员。一名是向柏旭，另外一个就是张修
维。这两名球员都曾经在法国留洋。向柏
旭作为成都足协选拔的球员与法甲圣埃蒂
安签约，成为留洋球员中的一员。2015赛
季二次转会期间，向柏旭返回国内，加盟天
津权健。如今，他已经加盟了广州富力，身
背5年的合同。而张修维也曾经留洋法国，
目前在权健效力。

2015年的U19名单中只有严鼎皓一名
川籍球员。这个出生在绵阳三台的球员，在
中学期间就被杭州绿城看中，加盟了绿城青
年队，也很快就入选了国青队。时任国青队
主帅的黎明对于他的评价是“潜力无穷”。
果然，在前往法甲波尔图青年队之后，严鼎
皓发挥得非常出色，上场时间和发挥都有一
定的保证，也曾经多次打入过进球。本赛季
的青年欧冠赛八强战中，代表波尔图U19出
战的严鼎皓曾经在波尔图U19客场1:2不
敌巴萨U19的比赛中替补出场，成为了第一
位参加青年欧冠八强战的中国球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西甲迎来一场颇为
引人注目的补赛，由皇马客场挑战塞尔塔。
众所周知，目前皇马与巴萨积分相同，但少
赛一场的皇马因相互战绩关系屈居第二，一
旦皇马这场补赛能够取分，将重新超越巴
萨，本赛季西甲冠军也将基本到手。

塞尔塔在早早确立了西甲中游地位后，
最近5场联赛全败，而他们的欧战好梦，也被
曼联摧毁，两回合1：2无缘欧联杯决赛。事
实上，塞尔塔已有一个月未取任何胜利，近8
战总成绩为2平6负。皇马近期战绩则不用
多说，欧冠已杀入决赛，上轮联赛主场4：1
大胜塞维利亚，也啃下了夺冠路上最后一块
硬骨头。但皇马并不能轻视一个月未尝胜
果的塞尔塔，因为本赛季国王杯，皇马正是

被塞尔塔挡在四强门外，而三年前，塞尔塔
也曾2：0主场爆冷击败皇马。

从中国竞彩网数据看，截至笔者发稿（5
月16日17点），塞尔塔主场对阵皇马的最新
单场固定奖金为胜11.00、平7.30、负1.11，
而最新彩民投票支持率则分别为胜11%、平
9%、负80%，有意搏冷的彩民占两成。综合欧
洲各大博彩公司数据，皇马客胜赔率并没有
竞彩这么“热”，而主流平赔则高低相差近一
倍，说明有庄家故意显露预防冷平的意图。
亚盘方面，主流盘口为主队受让一球/一球
半，两队上次相同盘口下塞尔塔赢球赢盘。
考虑到相同盘口难出相同结果，皇马此番至
少赢两球，胜平负推荐0，让球胜平负（塞尔
塔+2）推荐1/0。 福克斯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部分器官开始退
化，腿部抽筋现象经常发生在中老年的身
上，且被误认为是“缺钙”，以为补钙能缓解
症状。其实不以为然，单纯的小腿抽筋很有
可能是静脉回血不畅所致，长期积累会诱发
下肢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在发病初期
往往带着小腿皮肤瘙痒、腿部酸痛、肿胀、疲
劳、有沉重感等一些症状。

特殊行业及生活习惯不佳即可造成下
肢静脉曲张，特别是中老年、久站、久坐、肥
胖、孕妇等人群，一般来说，凡是下肢静脉曲
张倒流引起的不适，经抬高下肢或休息一晚
后症状会有一定的改善，若符合以上特点，
应引起高度怀疑是静脉曲张在作怪。该病
在最初的时候除了外观问题以外常常没有

明显的症状，这一阶段并无大碍，但却是治
疗最好的时机。若长期不管或治疗不当会
导致腿部肿胀、变色、溃烂变成“老烂腿”甚
至截肢。

医生提醒：许多人会因为忽视静脉曲张
带来的危害而错过治疗黄金时间，此时，温
度回升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请
大家多注意自己身体情况，若有静脉曲张相
关疑问可拨打028-96111健康热线进行免
费咨询。

目前正推出“静脉曲张基础知识”专家
在线问答，拨96111健康热线即可与专家互
动，同时还将获得静脉曲张体检优惠劵一
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多一分了解，少一
些弯路，多一分治愈希望!

成都画家
“与狼共舞”

纪录片上演真人版“美女与野兽”

“熊猫杯”今日双流开打

U19国青不乏川将
德籍主帅初试风云

成都原创赛事IP开始结果

“熊猫杯”见证未来巨星

96111健康热线提醒您：
小腿肚总是抽筋、发胀谨防静脉曲张

/竞彩分析/

皇马补赛不会轻敌 弱旅爆冷机会全无
塞尔塔 VS 皇马 负

如果在都市的小区里散步，突然迎面扑来一头小狼，你是否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这样的场景，却曾在成都某个小区发生了两个月之久。成都画家李微漪就不怕狼，她见
到狼不仅不会跑，还将小狼带回家喂养，并体验了一把“与狼共舞”的生活。

带小狼回家抚养，带小狼重返狼群，为小狼取名“格林”，李微漪的每一个决定都
特立独行，为小狼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继纪实文学《重返狼群》面世5年之后，
她又和导演亦风携同名纪录片归来，用镜头化的语言纪念“超级奶妈”的日常。

5月16日，一袭白色长裙、扎着
两个麻花辫的李微漪翩然而至，与
亦风一同参与纪录片《重返·狼群》
在成都举行的提前点映活动。亦
风坦言，这是一部没有剧本、没有
导演、没有演员的纪录片，他们两
个不太专业的人，用 7 年时间亲自
操刀剪辑，为观众奉献浸润着良心
和爱心的片子，“之所以选择成都
做第一站路演，是因为这是一部成
都拍、成都剪，地地道道‘成都造’
的片子”，而片中取材自成都的街
景、发生在成都的故事，不时冒出

“爪子嘛”等成都方言，都让观众看
得十分亲切。

《重返狼群》剧照。

5 月 16 日，主演李微漪
（上）和导演亦风(左)在《重
返狼群》电影见面会。

U19国青德籍新帅伊塞克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