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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四川省足
协向中国足协发出文
件，因为俱乐部股权转
让以及管理权限上的相
关手续尚未完成，综合
各方因素考虑，四川安
纳普尔那俱乐部和四川
足协决定放弃承办新赛
季中甲联赛开幕式。

2月19日，经中国足
协批准并官宣，2019赛
季中甲联赛开幕式由四
川省足协与四川安纳普
尔那俱乐部承办，将于3
月9日在成都都江堰凤
凰体育场举行。然而，
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
近日再次传出风波，据
知情人士透露，正在进
行收购事宜的四川安纳
普尔那再生变故，董事
长何亚平决定不再转让
球队，受此影响，已经带
队基本完成冬训以及内
外援引进工作的主教练

黎兵，也有可能在赛季
开始前离开球队。

26日，四川省足协
不得不发出了放弃承
办开幕式的声明，这似
乎也印证了俱乐部内
部再起波折。省足协
在这份文件中表示，因
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
部在转让过程中还存
在不确定因素，新的投
资人和原投资人在股
权转让和俱乐部管理
权限上还未完成相关
手续，故综合考虑各方
面因素，为确保赛事安
全，经研究，决定放弃
承办2019年中甲联赛
开幕式。随后，俱乐部
方面也向媒体确认了
此事属实，表示“确实
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
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陈羽啸

记者从四川省川
剧院获悉，由任庭芳导
演，刘谊、杨坤昊、谢洪
章、周婷等主演的川剧
《白蛇传》，将于今年4
月份赴台北演出。此
外，还有《六月雪》《情
探》《赠袍跪门》《杀狗
惊妻》《包公赔情》《老
背少》等经典折子戏。
此次赴台北演出共有
65 人 ，由 二 位“ 梅 花
奖”得主刘谊、崔光丽
领衔。目前，所有演员
已经进入剧目排练当
中。

据悉，白娘子的扮
演者有两位，一个是“梅
花奖”得主刘谊，饰演前
半部分文戏里的白娘
子；一个是1997年出生
的年轻演员周婷，负责后
半部分的武戏白娘子。

“2004年的时候我
就开始演白娘子，那时
候自己可以演完整部大
幕戏。”对于白娘子，刘
谊有着很深的情感，随
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
她对这个人物也有了更
深的理解。她希望通过

这次演出，让台湾地区
的观众更多了解中华传
统文化和传统戏曲艺
术，并通过讲座等交流
形式，促进彼此在戏曲
演绎方面的学习借鉴。

第一次饰演白娘
子的周婷，则非常珍惜
这次机会。为了饰演
好武戏部分的白娘子，
她一直在苦练技巧，托
举、翻、打斗的同时，还
要注意人物感情的表
达，“刘谊姐姐一直在
教我，帮我梳理这个人
物。其他前辈老师，也
在教我怎么诠释，很感
谢他们。”

导演任庭芳介绍，
“京剧《白蛇传》的抒情
性更强，川剧除了抒情，
抗争性更强。白娘子为
了追求和许仙的幸福，
她有理有力有节地进行
抗争。川剧《白蛇传》非
常突出，具有四川地方
特色。这个戏有别于其
他剧种，常年不衰，观众
都非常喜欢。”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荀超

“不会打篮球”
不是好演员？

出生在美国加州奥克兰的阿里
一直有不俗的运动天赋，16岁那年
以14.2平均分获得NCAA第一级
大学篮球奖学金（体育最高奖学
金），在篮球名校圣玛丽学院效力
四个赛季。

圣玛丽学院的男篮在NCAA中
属于西部海岸联盟的强队，在联盟

里处于数一数二的位置，培养了不
少NBA球员。虽然马赫沙拉·阿里
天赋不错，但在人才济济的NCAA
他并非绝对主力——NCAA的网站
上数据显示，身高1.9米的阿里担任
球队后卫。大一期间，阿里场均拿
到1.4分，直到大四数据才有显著提
升，他场均拿到7分1.8个篮板0.9次
助攻。

这个数据进入NBA恐怕有
难度，林书豪进入NBA之前在哈

佛第四赛季的数据已经是场均
16.8 分 4.5 助攻 4.3 篮板 2.6 抢断
1.2盖帽，投篮命中率52.5%，三
分球命中率32.1%，各项数据全
队第一。

有意思的是，由于科比是直接
从高中被NBA提走，并没有NCAA
履历，这让在第89届奥斯卡就获得
最佳男配的阿里，成为第一个获“小
金人”的NCAA球员。相信凭借阿
里在《真探》中的出色表演，喜提艾
美奖也不远了。

“子承父业”
终修成正果

当然，阿里最终没有选择篮球
事业是因为父亲，“爸爸在我20岁
时离世了，我甚至可以算出和他见
面的次数，但他却是影响我最深的
人。”阿里的爸爸曾在知名电视节
目中获得舞蹈冠军，从此移居纽约
并在百老汇拥有事业，阿里会在每
年暑假同爸爸相聚，并大量接触电
影、音乐剧。“他在我心中种下演戏
的种子。”

阿里在大学戏剧活动中体验了
表演，很快就爱上了，他决定去纽
约大学进修表演硕士。“有个老师
在一个剧里给了我一个角色，我演
的时候感觉非常轻松。我当时的
感觉就是，我进入纽约大学学习，
这会是我所追求的事。然后刚好
我就成功了。”

硕士毕业后，阿里就活跃地演
戏，虽然很多影视剧作品都是配角，
但依然挡不住阿里的光芒。《纸牌
屋》里的狡猾的政治家雷米·丹顿让
他获得艾美奖提名；《隐藏人物》里
保守而寡言的丈夫；《月光男孩》中
的街头毒贩子“胡安”；超级英雄美
剧《卢克·凯奇》中肌肉发达又不失
艺术细胞的“水腹蛇”……再到《绿
皮书》里的优雅的爵士乐钢琴家；
《真探》里跨越老中青三个年龄段
的探员，阿里饰演的角色跨度很
大，性格、身份几乎没有雷同的，两
提两中奥斯卡就是对阿里演技最好
的肯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

“让书籍永远地
发挥作用”

作为著名巴蜀文化研究学者，
袁庭栋被称为“成都活地图”，他不
仅在古代文化研究方面造诣匪浅，
也一直致力于天府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在开馆仪
式上介绍：“袁庭栋先生毕生从事巴
蜀文化研究，他的藏书浩如烟海，尤
其以巴蜀文化、成都文化的书籍最
有特色，且这一部分图书种类在成
都藏书界中位居前列。”

“书不读就是废纸，书读了才是
财富。”袁庭栋表示，自己捐出毕生
藏书有三个原因：一是为避免后人
不加爱惜，使书籍星流云散，建立一
个专业性的书库并永远免费开放，
让这些书籍永远地真正地发挥作
用。二是通过成都图书馆提供有利
条件，把自己的藏书供对中国传统
文化和巴蜀地方文化有兴趣的读者
使用，为培养新人出一份力。三是
在成都起一个带头作用，抛转引玉，
让更多的专家学者也能把他们的藏
书、手稿捐出来。

对于自己抛砖引玉的愿望，袁
庭栋欣慰地表示：“已经有一位我十
分尊敬的前辈给我打电话，询问捐
书以及捐后如何保管使用的细节，
他说他也在考虑成为成都的第二个

捐书者。”
对此，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副局长黄大超认为，此次袁庭栋文
化书库的开馆，也代表了老一辈巴
蜀学人对传承弘扬天府文化的积极
支持与大力参与。“希望有更多的藏
书家、历史文化学者能将他们的藏
书捐献给公共图书馆，为建设世界
文化名城和书香成都贡献更大的力
量。”

构成较完备的
“天府文化藏书体系”

据悉，“袁庭栋文化书库”内的
藏书、剪报及手稿等资料均来自袁
庭栋先生的无私捐赠。书库藏书共
计6233种6453册，其中以巴蜀文
化、成都文化的书籍最有特色，数量
共计1154种1211册，经调查，这一
部分的新平装书种类在成都公私藏
书中位居第一。

除藏书以外，此次捐赠数量最
大的是袁庭栋先生三十多年用剪报
方式收集的文化研究资料，主要集
中在巴蜀文化和古代饮食文化两个
方面。通过数十年的分类积累，剪
报数量数以万计。袁庭栋先生在写
作《成都街巷志》一书时，不少资料
都出自于这些剪报。

成都图书馆非常重视袁庭栋先
生此次的捐赠，量身打造“袁庭栋
文化书库”用于存放捐赠的所有文
献，书库内设有藏书专架、袁庭栋著
作专架、剪报收藏架及展品陈列柜，
并特意将“袁庭栋文化书库”设置在
地方文献部，使书库藏书与成都图
书馆现有2万余册馆藏地方文献资
源融合，构成较为完备的“天府文化
藏书体系”。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介绍，成
都图书馆将以袁庭栋文化书库的
开放为契机，致力打造资源丰富、
全面开放的“成都文献中心”，“让
它成为发展天府文化的新地标、新
名片，助力成都社会经济发展及读
者需求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薛维睿

自今年1月19日，车
神迈克尔·舒马赫的儿
子米克·舒马赫签约法
拉利青训营之后，这位
希望之星一直备受外界
关注。当地时间2月25
日，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小舒马赫有望代表红色
跃马参加2019赛季F1
的季中测试。

“车神之子”出身生
于1999年，从2015年开
始参加四级方程式锦标
赛，并在2017年开始三
级方程式的生涯。2018
对于小舒马赫是高光的
一年，继承了父亲的优
秀赛车基因，他一举摘
得了F3锦标赛年度冠
军，该赛季勇夺五连
胜。事实上，在米克早
期的职业生涯里，为了
避免父亲的名声带给过
高的压力，他参赛使用
的是其母亲的家族姓
氏。

赛车界一致认为，
小舒马赫进入F1只是时
间问题，并很有可能在
F1获得成功。在他正式
签约法拉利青训营之
前，F1车坛两大豪门，法
拉利和梅赛德斯，早已
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最
后，米克还是决定选择
签约随其父亲一起征战
11 年 并 在 2000
年-2004年五夺冠军的
法拉利，正式成为红色

跃马大家庭的一员。
不过，据意大利媒

体最新透露，小舒马赫
的F1测试首秀将不会代
表法拉利车队，在巴林
站，米克极有可能是为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进行
测试，两支车队历来关
系不错，因此年轻的德
国人有机会尝试一辆不
是法拉利的汽车。随后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站，
他才能作为法拉利的试
车手登场亮相。

上个月，迈克尔·舒
马赫在昏迷中度过了自
己的50岁生日。5年来，
因滑雪事故导致昏迷的
舒马赫始终处在家人的
严密照料中，外界对他
的健康状况知之甚少，
但全世界的车迷们都希
望车神有朝一日能获得
康复。如今，车神“后继
有人”，也是一件令人欣
慰的事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钟雨恒

马赫沙拉·阿里
这个NCAA球员不简单

“文体不分家”，奥斯卡
的舞台上总是不缺体育明
星的身影。远的不说，在
2018年第90届奥斯卡颁
奖典礼上，NBA球星科比
就凭借他的自传短片《亲爱
的篮球》获得了最佳动画短
片奖，成为第一个捧回小金
人的NBA球员。今年，奥
斯卡小金人再次眷顾“打体
育”出身的明星，他就是凭
借《绿皮书》夺得最佳男配
角的马赫沙拉·阿里。

不过，阿里并非奥斯卡
“新人”，事实上，他是第一
个获得奥斯卡的NCAA（全
国大学体育协会）球员。早
在2017年，阿里就曾凭借
在《月光男孩》中的出色演
出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
角奖。阿里堪称本月最有
存在感的美国男演员：国内
正在上映的《阿丽塔：战斗
天使》以及热播剧集《真探》
第三季……随着他再次拿
到奥斯卡最佳男配角，阿里
曾经的“体育生涯”也再次
被“扒”了。

两提两中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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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图书馆“袁庭栋文化书库”正式开馆

融合构建“天府文化藏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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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足风波仍未平息
省足协放弃承办
新赛季中甲开幕式

川剧《白蛇传》
4月将赴台北演出

车神“后继有人”
小舒有望参加F1季中测试

2月26日上午，成都
图书馆隆重举行了“袁庭栋
文化书库”开馆仪式。成
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
长黄大超、成都图书馆馆长
肖平、袁庭栋先生及相关同
志出席仪式。袁庭栋此次
捐赠了自己的全部藏书，共
计6233种6453册，其中以
巴蜀文化、成都文化的书籍
最有特色，数量共计1154
种1211册，这一部分的新
平装书种类在成都公私藏
书中位居第一。

在成都图书馆“袁庭
栋文化书库开馆仪式”上，
袁庭栋表示自己非常激
动，“我把毕生藏书捐给成
都图书馆，对成都文化是
一件很小的事，对我个人
来说是一件大事。这是我
长久以来的愿望，如今终
于实现了。”

阿里在NCAA效力时，球衣号码是“乔丹23”。

阿里再次收获小金人。

袁庭栋在书房。

成都图书馆的“袁庭栋文化书库”。

小舒（右）和父亲的合影。

小舒是 F1 车坛的
“未来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