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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新赛季足协杯进
行了第二轮抽签，包括8支业余
球队和24支中乙球队通过混抽
将捉对厮杀，其中，四川两支中
乙队伍四川优必选和成都兴城
都将主场作战，分别迎战大连千
兆和南京沙叶河海。

在足协杯首轮，两支川军双
双取得大捷。而此番四川优必
选将迎战的大连千兆，将这是一
块难啃的骨头。在大连超越解
散之后，大连足球的复兴压在了
大连一方和大连千兆身上，大连
千兆新赛季进行了大手笔的引
援，从大连一方租借了很多球
员，不仅实力大增，还展露了意
图冲甲的野心。从球员实力来
讲，四川与大连两队可谓旗鼓相

当，次轮比赛鹿死谁手还要看各
自发挥。

成都兴城迎战的南京沙叶
河海也挺有意思，因为3月16日
的中乙联赛首轮，兴城的对手就
是他们，不同的是，联赛是客场
作战。南京沙叶河海与兴城一
样，都是上赛季从中冠联赛冲上
中乙，这是一支完全由南京本土
球员组成的草根足球队，从业余
比赛开始，一步步打进了职业联
赛，去年以大区赛南一区冠军的
身份首次进入中乙。从实力上
来说，南京沙叶河海远逊于成都
兴城，兴城队挺进足协杯第三轮
的希望不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羽啸

3月 12日，记者从2019年
全省体育局长会议上获悉，四川
将积极申办第15届全运会、第6
届世界航空运动会、第12届世
界运动会。同时，将组建成立四
川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并
有望在2019年上半年正式挂牌
成立并投入运行。

全运会和世运会
四川都在积极申办

体育大赛是一面窗口，同时
也是推动全民健身的有力手段，
四川省体育局长罗冬灵在会上
表示，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研
究论证、汇报对接和分析研判等
工作，四川正积极申办第15届
全运会、第6届世界航空运动会、
第 12届世界运动会。2018 年
12 月 13 日，成都市成功获得
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举办权。目前，国务院也已正
式批复同意成都市申办2025年
第12届世界运动会，成都市正
在积极筹备相关工作。而2019
年成都还将举办第18届世界警
察和消防员运动会等大型赛事
活动，高规格的世界大赛不断。

拥场馆9万多个
构建15分钟健身圈

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共有各
类体育场地9.17万个，场地面积

达7838万㎡。目前全省体育事
业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
表现在：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健身需求相比，健身场所仍然较
少，截至2017年底，我省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仅0.94㎡，远低于全
国同期1.66㎡的平均水平。未
来，将大力鼓励、扶持建设更多
的全民健身场馆、健步绿道等，
着力构建县、乡、村三级群众身
边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和城市
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建体育产业公司
设2000万专项资金

自 2014 年国务院 46 号文
出台后，中国体育产业呈现欣
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国民经济
的一个组成部分，体育产业正
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四
川省体育局顺势而为，从2018
年下半年开始便谋划筹建四川
体育产业集团，并制定了四川
体育产业集团、四川省体育产
业联合会两个组建方案。罗冬
灵在局长会议上表示，四川省
体育局还将首次设立 2000 万
元的体育产业扶持引导资金，
支持有条件的市州建设体育产
业园，积极发挥体育产业园孵
化引领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甘露

凭 借《琅 琊
榜》吸粉无数的
胡歌几乎不涉
足大银幕，而
这次他破例
了。近日，由
四川著名作
家阿来担任
编剧的电影
《攀登者》新剧
照流出，确定胡
歌加盟参演。该片
由吴京领衔主演，讲述
英雄的珠峰登山队故事。
电影作为国庆70周年献礼影片，
有望在今年国庆档上映。

《攀登者》是一部剧情电影，
讲述了中国攀登队冲击珠穆朗
玛峰的故事。继《战狼》系列的
特种兵、《流浪地球》的宇航员之
后，吴京又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样
惊喜，大家都很期待。之前吴京
多次发布《攀登者》的照片，可是
照片上只有吴京本人，不过从宣
传的资料来看还有成龙和章子
怡的加盟。

据了解，吴京早在今年1月
份的时候，就为了电影前往岗什
卡雪峰，进行为期半个月的极寒
训练，期间有冻伤有缺氧。而章
子怡为了掌握一个气象学家的

状态，也进行了特
训。

3 月 10
日，电影官方
公布了一组
新剧照，影
片中的部分
演员身穿攀
登装备，手上
拿着鲜艳的五

星红旗，脸上自
信快乐的微笑感

动了每一个人。剧照
中有不少大家熟悉的面

孔，演员胡歌在画面最左边，井
柏然在最右边，都咧着嘴笑，十
分抢眼。他们肤色偏黑，仿佛真
的是一群历尽艰险征服世界最
高峰的人，这和他们平时的形象
反差很大。

胡歌虽然在电视剧上成绩
斐然，但在电影方面却严重“偏
科”。8年前，胡歌曾与成龙、赵
文瑄、李冰冰等老戏骨合作，出
演电影《辛亥革命》中林觉民一
角，并凭借片中出色表现，获得
大众百花奖最佳新人提名。但
这却是胡歌之前出演的唯一一
部大银幕作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帆

本次展览集结了15位
艺术家的 76幅（组）作品。
其中包括罗中立、周春芽、
何多苓等知名艺术家的代
表性画作，涵盖了四川自改
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的多
种艺术思潮与创作现象，是
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四十多
年来绘画艺术发展最集中
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变革
与发展的侧影。

1980年代，四川油画在
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以及精彩
的地理人文环境下，形成了
区别于京津沪等地的、独具
鲜明的西南地域性和独特
的身份性的艺术创作，折射
出独具魅力的西南文化。
策展人何桂彦说：“在过去
40年的发展中，中心与边
缘，地缘与身份始终是当代
艺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
一点，在四川当代油画，以
及四川当代艺术家身上体
现得尤为突出。”

一直以来，美术界都有
“国画在杭州，油画在成都”
的说法，成都在中国当代艺

术板块中占据一席之地。作
为公认的“西南油画重镇”，
以川美毕业学生高小华、何
多苓、罗中立、程丛林等领军
的油画家，创作了一大批具
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的巨
幅力作，开创了中国美术新
时代。以张晓刚、周春芽等
为代表的艺术家紧随潮流，
更是让四川油画艺术在国际
平台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本次展览也将他们的作品悉
数呈现，让观众体会到艺术
家创作中所彰显的深厚生活
积淀、浓郁的人文情怀和鲜
明的地域特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洁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官网公
示了《2019年优秀运动员免试入
学推荐名单》，围棋世界冠军柯
洁九段榜上有名，将就读清华大
学工商管理类专业。今年22岁
的柯洁是棋坛历史上最年轻的

“七冠王”，在去年揭幕的五项世
界大赛中，柯洁夺得三星杯、百
灵杯两项桂冠。

作为近几年中国围棋第一
人以及世界顶尖围棋选手，1997
年出生的柯洁以其阳光有亲和
力的气质吸引了不少“粉丝”，为
推广围棋做了很大贡献。2017
年 5 月，他与人工智能机器人
AlphaGo的三盘大战，更是引起
全世界瞩目。柯洁的微博近期
已关注了清华大学，如果顺利通
过公示，他将于今年下半年赴清
华园报到。

事实上，柯洁并非首个入学
清华的围棋选手。2015年，围棋
世界冠军八冠王古力就进入清
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学习。
古力是“棋圣”聂卫平的高足，柯
洁小时候在聂卫平道场学棋、直
至职业定段成功，二人在某种程
度上是“师兄弟”。如今又相聚
清华园，再次成为“师兄弟”。

截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 12
时，共有1072名运动员申请免
试入学。经招生院校、各省区市
体育局、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
理中心或协会审核，共有939名
运动员通过审核，获得推荐资
格。除了柯洁，曾在2016年里
约奥运会上摘得跳水金牌的任
茜，获得体操铜牌的商春松、王
妍，以及国足选手石柯、何超，都
获得了免试入学资格。其中，任
茜将入学成都体育学院运动训
练专业，商春松将入学华中师范
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王妍将入学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石
柯与何超将入学同济大学运动
训练专业。

综合中新社、封面新闻等

电影《攀登者》公布新剧照
胡歌“破例”

跟着吴京登珠峰

四川将申办
多个综合性运动会

足协杯次轮抽签
两支川军主场作战

“与时代同行——四川油画邀请展”撤展在即

超30万人围观名家真迹
你看了没？

上世纪80年代，以罗中立、高小华、张晓刚、朱毅勇等为代表的四川美术学院
77级、78级学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为止，他们依然是当代油画中不
可取代的中流砥柱。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呈现出了精彩绝伦的“四川画派”现
象。“四川画派”是以伤痕美术开头后至乡土美术而后达到高潮。

明星，不分文体，总是自带
流量。比如，今儿国门内外，几
个新动向，都极为吸睛。

域外，齐祖重返皇马，玄
宗再执教鞭。银河战舰，会否
激变，引人关注。国内，顶级
流量，当红组合 TFBOYS 队长
王俊凯，近来虽忙着陆川新作

《749 局》拍 摄 ，可 眼 下 开 学
季，还是被拍到现身北电开学
报到。

相比这已在北电第二年头
的文娱明星学生，今儿还有尚
未入校、舆论先爆的体育明星：

“柯洁将免试入读清华大学”（3
月 12 日《北京青年报》）。从热
度看，柯洁特招，比齐祖执教、
俊凯报到更甚。

看标题，会以为是清华择
良辰选吉日，翻遍黄历，圈定午
时三刻，专招柯洁。其实真不
是，他只是国家体育总局按惯
例发布的“年度免试入学推荐
名单”中一个。且，就读院校也
非都是北大清华，还有宁波宁
夏曲阜师范之类。

十几年前就有“全国赛前
三、亚洲赛前六、世界赛前八
名，以及获运动健将、武英级和
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的运动
员，可免试入学”的规定。从最
初郭晶晶等，到后来丁俊晖、姚
明，再到柯洁，体育明星特招入
校，都不算稀奇。特长免试、自
主招生和政策安排相结合，是
明星上名校大的背景。但明星
上学，并非全无争议。

最近的，当然是翟博士那
档子事儿。这也是柯洁入学消
息后被不少跟帖所提及的。但
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一
个是入学后，自己作死，学术造
假，舞弊成性；一个尚未入校，

清白之身，仅凭“国际级运动健
将”——段位相当凡人修仙里
最高级了。人类顶级，惜败非
人上仙AI——免试。

而，考较脑力的围棋特殊
性，相比其他一些四肢发达体
力型运动项目，最年轻的“七冠
王”、站在围棋顶端的男人入名
校，虽引热议，更多还是“仇富
不仇袁隆平”英雄相惜式钦羡
之情。

代表性观点有“估计以这
些棋类顶尖运动员头脑基础，
把练棋精力用在学业上，或也
是 一 帮 难 以 想 象 的 恐 怖 学
霸”。华科当年曾“劝退”超时
难毕业、学有不济力有不逮的
奥运冠军杨威，柯洁后劲如何，
要看入学表现，现言之尚早。

入学不止一个柯洁，体育
明星特招如何免争议，自然还
是真正“宽进严出”，一视同仁，
不行就劝退，也不能自损招牌，
将就凑合。更不能有如坊间非
议的，互相贴金，各自取利的学
术腐败了。

围棋“七冠王”柯洁
将免试入读清华主攻工商管理

明星特招
如何免争议

任意球评

□ 李晓亮

“七冠王”柯洁如今仍是中国围棋第一人。

参展的何多苓作品《春风已
经苏醒》（局部）。

3月12日，春意盎然，成
都博物馆门前不出意外排起
了长队，不少观众慕名而来参
观“与时代同行——四川油画
邀请展”。记者从成博获悉，
目前超过30万观众参观了这
场油画盛宴。这场由成都博
物馆主办，封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协办的展览，将于3月17日
（本周日）闭幕，最后一周，快
抓紧时间参观名家真迹。

罗中立手稿
再现《父亲》创作经过

15位“油画川军”
名作重回故乡

成博展厅里人头攒动。

在新流出的剧照中，胡歌在画面最左边咧着嘴笑，十分抢眼。

加盟加盟《《攀登者攀登者》》剧组剧组，，
胡歌看样子胡歌看样子““没少受罪没少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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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成博的展厅，罗中
立油画作品《父亲》（复制品）
前人头攒动。值得一提的
是，其创作手稿集中亮相，为
观众全方位展现这幅感人的
《父亲》创作历程。

1965年，在川美附中读
二年级的罗中立来到大巴山
支教，住进邓开选老人家
里。这位房东大爷就是油画
《父亲》的创作原型。十年之
后的除夕夜，罗中立在路边
公共厕所附近看到一位收粪
的农民，他那种双手插在袖
中蜷曲在墙边的僵硬姿态、

呆滞麻木的神态与旁人热闹
喜悦的气氛形成了巨大反
差。这个场景触动了他，激
发了他对农民题材表现的渴
望。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收
粪老农在草图上呈现。

从《收粪农民》到《粒粒
皆辛苦》，再到《父亲》系列手
稿，罗中立刻画了饱经生活
风雨后坚守做人态度的朴素
农民，也传达出对养育子女
的父辈深沉的爱与敬意。他
画的这位朴素的老农，已经
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不可置疑
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