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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冠军、世界第一
2001年，王曦雨出生于一个体育世家，妈妈

是一名标枪运动员，外公则是一名速滑运动员。
4岁她开始学习打网球，12岁拿到全国该年龄组
别的女单冠军后，她来到了北京，在一家俱乐部
的支持下投入专业训练。2017年，王曦雨迎来
了爆发，获得美网青少年组女双亚军，随后又在
天津公开赛拿到了自己的首场WTA正赛胜利，
同时，她也是首位达成这一目标的中国“00后”

球员。
进入2018年后，王曦雨更是全面爆发，澳网

和法网的青少年赛，她都进入了女单八强。在温
网青少年赛中，她更是单双打两线开花，女单进入
四强，最终拿下女双冠军。这次出征美网，她更进
一步，最终捧起了女单冠军。在即将公布的最新
青少年世界排名中，她将来到世界第一，而上一个
获得此成就的中国选手是徐诗霖。

单飞单飞/

全靠家庭和俱乐部支撑
夺冠后，王曦雨透露自己的妈妈哭了，这个

“体制外”的网球女孩一路走来，整个团队全靠家
庭和俱乐部支撑，压力很大。尽管成就很喜人，
而摆在王曦雨面前的焦虑也不少，就像她此前
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不论如何，今年（2018）是
自己在青少年组的最后一年。“其实，我去年也
在考虑要不要打更多的成人赛事，但最终还是
多待了一年，现在有了新的外教和体能教练，感
觉在技术方面有很大提升，体能和心态也都变
得更好了。”

两位外教让王曦雨各方面的提升都很大，西
班牙体能教练针对她的身体情况，做了个性化的
全新方案，同样来自西班牙的外教尼克，则对她
的技术进行了雕琢，她的发球、底线、正反手和网
前技术都有了进步。如今，用这样的成就结束

“青少年组”，对于王曦雨和团队来说，都是相当
完美的句号。

前景前景/

进入成年组面临新考验
青年组“冒尖”的选手不少，但到了成年组，

因为力量、技术等差距，他们进步的速度明显放
慢，这不仅是中国选手的困境，也是全世界青少
年“大师”们的烦恼。

去年的美网，浙江少年吴易昺让中国网坛震
动，他获得了美网青少年组男单、男双冠军，也是
内地第一次有男子网球手取得这样的成绩。同
样完美地结束了青少年时代的吴易昺，进入成年
组后遇到成长的烦恼，伤病和成年组的不适应，
吴易昺进入漫长的磨合期。当然，亚运会吴易昺
差一点就实现突破，也算2018赛季的亮点。

徐诗霖也曾是青少年组的“球后”，如今年过
20的她，在成人赛场拿得出手的战绩也不多，相
反，刚刚在美网女单决赛中击败小威的日本小将
大阪直美只比徐诗霖大几个月，而和王曦雨同年

的丹尼洛维奇，也已经拿到WTA莫斯科公
开赛冠军。

当然，王曦雨的目标很坚定，进入成
年组后，第一步要尽快让自己的世界排
名进入前一百，而更大的目标是像她的
偶像李娜一样，“拿大满贯、世界第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国际青年大师赛
连续两年迎来中国新星

王曦雨也要来成都
对于成都网球迷来说，新科

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即将登
顶世界青少年女子排名第一的王
曦雨，将于10月来成都参加国际
青年大师赛，无疑是个好消息，这
也是成都举办的该赛事连续两年
迎来国产美网冠军。

据成都国际青年大师赛组委
会透露，作为青少年组实力最强
的年终总决赛，世界排名男女前
十的青少年选手们都将前来参
赛，而王曦雨这位青少年“球后”
也不会例外。王曦雨此前透露，
今年是她在青年组最后一年，也
就意味着成都将是她青少年时代
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有望成为她
的“毕业典礼”。

去年，成都就迎来了一位新
科美网青少年冠军——单双打双
料冠军吴易昺，他也成为了中国
男网的超级新星，在刚刚结束的
亚运会上他获得亚军，创造了中
国男网24年最佳。

作为“大满贯冠军摇篮”，成都
国际青年大师赛一直是年轻选手
的福地，法网女单冠军奥斯塔彭科
就曾在成都“起飞”，而王曦雨、吴
易昺两位青少年大满贯冠军也都
参加过成都的U18青少年巡回
赛。如今，吴易昺以外卡身份参
加ATP250成都公开赛，王曦雨
以世界第一身份参加国际青年大
师赛，双子星也将闪耀福地成都。

相信，今年的成都国际青少年
大师赛看点不止王曦雨一人，或许
又将诞生下一位大满贯冠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甘露

阿汤哥的新片《碟中谍6：全面瓦解》正在全国热
映，累计票房已突破9亿元。不少影迷被“厕所大
战”中的一张亚洲面孔牢牢吸引，这个全程没有一句
台词的打星，用矫健的动作诠释了“人狠话不多”，他
随手掰断了一根水管就把阿汤哥和大超打得落花流
水，毫无招架之力。

这位爆红网络的华裔打星名叫杨亮，是个不折
不扣的东北汉子，“最帅反派”“厕所猛男”等热搜不
断。他在微博晒出拍摄厕所大战受伤的照片，调侃
自己被人打黑枪而结束战斗，“朋友建议我要不以后
上完厕所就别洗手了，以防万一”。

厕所暴打阿汤哥 竟“打”了四个星期
“谍6”哪一段动作戏荷尔蒙爆棚，无疑是连导演

都夸“性感激烈”的厕所大战。毕竟能和阿汤哥势均
力敌已不简单，再加上铁拳亨利助阵，两人简直就是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组合。但令人意外的是，杨亮以
一敌二火力全开，把阿汤哥的主角光环打得完全没
脾气。要不是丽贝卡及时赶到，小哥可能30分钟提
前大结局。

这场戏里三人撞碎墙柱、打破玻璃，在厕所打得
一片狼藉。导演克里斯托夫称，“本来这场戏只打算
拍4个小时，但后来就让他们真打，打完再复原，再
打，最后拍了4个星期”。导演还反复提醒杨亮，他
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对手受伤，以及如何演被打
才合适。

旅居英国教武术 两年考取替身演员证
影片上映后，网友纷纷猜测这个在厕所大战中C

位出道、撞脸李秉宪的帅哥究竟是谁。其实，这位“厕
所猛男”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东北汉
子。火遍网络之后，他特意晒出身着西装、走路带风
的照片，配文“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80后杨亮儿时看了《霍元甲》开始习武，8岁那年
就在哈尔滨市武术馆开始了“武行”生涯，苦练童子
功。2004年，他定居英国，在一家武馆教武术。但是
和演员赵文卓同处一个武术队的他，也有一颗做演员
的心。尽管非科班出身，他通过了潜水、攀岩、跳水、
骑马等多项严格考核，仅仅两年便考取了英国替身演

员资格证，而一般人需要8到10年才能考到。

好莱坞大片常客 甚至当过艾米丽替身
从此，许多好莱坞大片中都能见到他功夫超群、

帅气挺拔的身影，《权力的游戏》《星球大战7》《王牌
特工》《007:大破天幕杀机》等等，在《明日边缘》中，
他甚至瘦身10多斤担当女主角艾米丽·布朗特的动
作替身。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他特意晒出一张
跟艾米丽一起穿机械甲训练的照片，微博卖萌“挺像
的是不是”。

对于只能充当大牌演员的“影子”，杨亮没有丝
毫委屈，他的座右铭硬汉十足：“只要不死，只要不瘫
痪，我什么情况都可以接受。”正是这种敬业精神，让
他在《僵尸世界大战》片场坚持在雨夜奔跑了一晚，
赢得了布拉德·皮特的脱帽致敬，也赢得了这次“厕
所大战”与两大男神强强对决的机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9月 9日晚，冯小刚发
表长文，首次正面回应了阴
阳合同、偷漏税等问题。他
在文中怒斥近日来针对他
个人的恶意造谣称：“我没
有所谓的阴阳合同，更没有
偷逃税。”

早在今年5月中旬《手
机2》宣布开机，引得崔永
元公开怒怼冯小刚和《手
机》系列编剧刘震云，随后
爆料“阴阳合同”行业乱
象，事态发展日渐升级。
后来，冯小刚微博“十问”
崔永元引来巨大争议，之
后他的微博便逐渐停止更
新，7月14日发表关于《药
神》的评论后，冯小刚仿佛
在网络世界消失了，直到9
月 9 日晚，他连发两条微
博。在冯导消失的这段日
子，关于他和范冰冰的各
种传闻尘嚣日上。

首先冯导在微博表示，
自己已经受了很多不白之
冤，第一就是告诉那些处心
积虑给他造谣，那些颠倒黑
白、混淆是非、恶意中伤的
人们，你们已经不仅是丧心
病狂了，而且属于没有救的
地步，并且示这些人属于反

派，没有正视法律的存在。
其二就是冯小刚再次

声明，自己没有所谓的偷税
与做任何不合法的税率问
题？他表示：没有偷逃税，
这是有据可查的。我们的
《美拉传媒》每年纳税几千
万，我纳过的个人所得税累
计数亿。简单一点地跟大
家讲吧，我赚的钱是清白
的，该交的税自然交了，你
们为什么无中生有中伤我。

9月9日晚7点44分，
冯小刚发完第一条微博后
仿佛还不解气，在晚8点53
分又转发了一个造谣者致
歉的微博，并评论说:“我就
不去揣测造谣者的动机了，
这年头能承认自己错了就
是好人了。 ”

就在冯小刚发第一条
微博之后不到一小时，他的
老冤家崔永元迅速在微博
上回应:“据说这是冯裤子
发的微博，用了夸张的手
法，你哪有这么好。你的罪
恶都在我的抽屉里，静待手
机 2 上映，到时配合你宣
传。 ”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帆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
则关于莫言的消息：莫言将
诺贝尔文学奖的部分奖金
（380万）投资到某 P2P互
联网公司，亏得渣都不剩。
该消息引发大量读者围观、
评论。9月9日晚，莫言在
自己的微博上澄清，“近日
朋友圈流传我把诺贝尔奖
金380万投入到某某金融，
赔了个血本无归的消息，这
消息真的不是真的，既然这
消息不是真的，那借着这假
消息滋生出来的消息自然
也是假的。感谢朋友们对
我的关心。”

这不是莫言的诺贝尔
文学奖的奖金第一次被“惦
记”了。自2012年，莫言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按照章
程，文学奖奖金将为800万
瑞典克朗。按照中国央行
当时公布的汇率，这笔钱兑
换成人民币为750万元。

有网友还对莫言财政
收入做了个梳理：莫言的收

入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
类：文学奖项的奖金、版税
收入、网络媒体版权收入、
影视改编权收入等。首先
他的文学项的奖金就不
菲。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
奖，奖金50万人民币。 除
此之外还有2006年莫言获
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
2008年获红楼梦奖、美国
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奖金累
计约50万元人民币。

从版税收入看，根据某
榜单，2012年莫言的版税
收入达到2150万，2013年
达到2400万。据相关媒体
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之后的十几个小时内就
有20多家电影公司向莫言
的签约公司精典博维询价，
据相关人士透露，莫言热门
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已经开
到了千万级别以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实习生张耀尹

打破两月网络沉默

冯小刚怒斥：“我没有偷逃税”

诺奖380万投资血本无归？

莫言回应：“真的不是真的”

因为身高1米8的王曦雨，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网球公开
赛，和中国球迷有了关联。北京时间9月10日，美网青少年组
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曦雨2:0战胜法国选手布雷尔，捧起冠军
奖杯。这也是中国内地选手首次夺得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

17 岁中国小花在美网青少年组绽放

去年吴易昺
今年王曦雨

单挑阿汤哥和大超的那个男人

“厕所猛男”抢了C位
他是东北那疙瘩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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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亮获封“厕所猛男”。

王曦雨夺
得美网青少年
女单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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