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大处罚韦世豪
停赛一个月
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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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韦世豪在2019年中国杯
比赛中的一次恶意犯规，广州恒大
俱乐部3月26日宣布，对韦世豪处
以停赛一个月的处罚，并根据其反
省情况决定是否开除。韦世豪也
将因此缺席恒大4轮中超联赛，以
及两场亚冠小组比赛。

25 日，在中国杯三四名决赛
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
赛进行到上半场第 36分钟时，韦
世豪飞铲舒库罗夫脚踝，导致对方
腿部胫骨骨折。当时，主裁手下留

情，韦世豪因为这次犯规仅领到一
张黄牌。据媒体报道，被韦世豪铲
伤的舒库罗夫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伤停5个月，赛季基本报销。

赛后得知对手伤情比较严重，
韦世豪表达了歉意，“下场后了解
到对方伤得比较严重，确实很对不
起对方球员，这是一个犯规的动
作，也没想到对方被踢受伤进医
院，很诚恳地给对方道个歉。”随后
又在微博中发布了自己前往看望
的情形：“赛后去看望了舒库罗夫，

看到他打着石膏的腿，作为球员的
我感同身受，同时也十分内疚。对
不起，祝愿舒库罗夫能够早日康
复！”

26日，恒大俱乐部在队内发布
了《关于对俱乐部球员韦世豪的处
分决定》，认为韦世豪严重违反“三
九”队规。处分决定写到，“给予球
员韦世豪自发文之日起停赛一个
月，并到俱乐部行政人事部报到，
进行深刻自我反省检讨；俱乐部将
视其检讨反省情况再决定是否开

除。”同时强调，“希望每一位恒大
球员严格遵守‘三九’队规，牢记
《恒大国脚八项规定》，以高度的责
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

2019赛季，恒大宣布将进一步
从严管理，出台了广州恒大球员的

“三九”队规，对球员提出了更高要
求，曾引发关注。韦世豪则是恒大
出台“三九”队规之后第一个违规
受处分的球员。

综合新华社、腾讯等

3月 25日，2019中国杯国际锦
标赛3、4名决赛中国国家集训队与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的比赛在广西
体育中心进行。最终，国足集训队
0∶1失利。比赛第36分钟，舒库罗夫
右路盘带，韦世豪从侧后方倒地飞
铲舒库罗夫脚踝，从慢镜头回放看，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犯规。

砸人饭碗，天诛地灭。韦世豪
这脚铲球什么性质，经常看球的都
心知肚明：身后铲球，鞋钉向上，直
踢支撑腿，冲人不冲球，这一系列动
作都毫不掩饰地张扬着“主观故
意”。这是多大的脾气？这是怎样
的戾气？倘若跳出足球竞技的解读
框架，韦世豪的此番举动完全就是
病态的，是人格失稳、火药型性格的
典型表征。就如那些路怒族一样，
动辄控制不住情绪，然后就是拳脚
相向了。唯一的区别在于，公路上
伤人要负刑责，球场上伤人通常只
是“吃牌”而已。

管控不了脾气、约束不住言行，
“病情”再发展下去，就是情绪不稳
型人格障碍了。当然，足球世界并
不存在精神鉴定、性格筛查、心理测
试之说，这是其科学属性欠缺的“落
后”一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人都往场上放，说不定哪天哪个暗
雷就爆了，而那些故意伤人的恶行
却往往隐藏在“职业体育的残酷性”
的幌子下被轻纵。试问，有多少足
坛恶汉实则是“病人”。南秦升、北
周挺、东戴琳、西柯钊、中望嵩，劣迹
斑斑的恶人名录上，是不是该加上
韦世豪的名字呢？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想当年
郑智一脚不那么恶意的铲球废了西
塞，尚且还被球迷“黑”了N年。韦世
豪的职业生涯还长，他准备好迎接
从今之后全世界的鄙夷了吗？中国
足球的路还长，要想走出去，总不能
还指望“恶人自有天收”吧，毕竟真
论玩狠干仗，就国足这小身板，出去
能干得过谁？不指望中国足球治病
救人，但也总不能把人逼疯吧。多
些事前的心理干预，多些专业的性
格评估，多些针对性的情绪管理，这
之后再来谈战术、谈胜负、谈未来，
或许才没那么可笑。

其实，在韦世豪事件之前，异象
频现的中国足球，本身就像是一个
慌不择路的病人。一波反规律、反
传统、反规则的“神操作”让人大跌
眼镜，这种一把梭哈的赌博式押注，
如今正在产生极其恶劣的后果。韦
世豪的一脚飞铲，踢掉了国足最后
的脸面和幻想。从头再来吧，我们
离正确的路还远。

2000年前，汉代的丝绸曾远销
罗马，风靡一时；如今，145件

（套）蜀地宝藏做客罗马，展示古蜀文明
的神秘世界。

罗马当地时间3月25日下午6点
半，来自四川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投映
在罗马图拉真市场及帝国广场博物馆
上，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
显得美不胜收。由四川省文物局、罗马
市文化遗产监管局联合主办，罗马图拉
真市场及帝国广场博物馆承办的《三星
堆》人与神的世界——四川古蜀文明特
展”在这里盛大开幕。

蜀宝出差罗马展示古蜀文明

本次展览荟萃了来自四川省内8
家文博单位的145件（套）文物精品（包
括5件禁止出境的文物复制品）。这些
文物来自三星堆、金沙遗址、新都马家
大墓、商业街船棺等众多重大考古发
现，许多展品还是首次面世。

“这是四川文化走出去的又一场文
化盛宴，展览规模之大、一级文物数量
之多、展出时间之久都史无前例。”四川
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李蓓介绍，以古
蜀文明及四川汉代精品文物为主题的
《神与人的世界——四川古代文明展》，
结束了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
物馆的展出后，移师第二站罗马图拉真
及帝国广场博物馆。与上一站相比，
《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四川古蜀
文明特展》不仅新增了15件文物，增加

了一个文博单位参展，展出时间也延长
至7个月，让世界观众领略古蜀文明的
风采。

“众多重量级文物的集中呈现，将
为意大利广大民众呈现古代四川地区
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并
带领大家去感悟古蜀先民非凡的艺术
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四川省文化
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党组
成员王毅告诉记者。

在家门口领略意大利文化魅力

对于四川观众而言，意大利的文物
并不陌生。《永恒之城——古罗马的辉
煌》《庞贝：瞬间与永恒——庞贝出土文
物特展》先后落户金沙遗址博物馆，让
四川人在家门口一睹来自意大利的异
域风情。

近年来，随着中意两国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深入发展，四川与意大利在文化
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蓬勃之势，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频
繁，成果丰硕。2018年“西博会”期间，
四川与意大利签署《意大利那不勒斯国
家考古博物馆、坎皮佛莱格瑞考古公园
与中国四川省文物局合作协议》。
2019年2月，四川省文物局与意大利文
化文物机构签署《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
动部与中国四川省文物局合作备忘录》
《意大利罗马文化遗产监管局与中国四
川省文物局合作协议》《意大利那不勒
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坎皮佛莱格瑞考古
公园和中国四川省文物局合作备忘录》
三项协议，双方将在城市考古、石质文

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成都东华
门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博物馆建设等多
方面展开合作。

此外，一大波意大利展览正在路
上，《美的历程——中国意大利蛇形艺
术展》《纪念达芬奇500周年》《彩绘地
中海》等重大展览项目落户四川，不久
之后，四川人又能在家门口领略意大利
的文化魅力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四川省文物局供图

暂停清华学业
补齐蛙泳短板

叶诗叶诗文文
王者归来
在25日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暨

世锦赛选拔赛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
中，叶诗文游出了2分9秒24的成绩并
夺冠，这是“小叶子”2014年仁川亚运
会之后游出的最好成绩，也是今年世界
第三好成绩，足以证明叶诗文回到了世
界一线，足以证明她王者归来。

“天才”一度沉寂

出名足够早的叶诗文在16岁那一
年拿到了奥运冠军、世锦赛、亚运会冠
军，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游泳“大满贯”选
手。她被誉为百年一遇的天才，也是游
泳历史上最年轻的奥运双冠王，她的起
点曾比菲尔普斯还高……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巅峰和低
谷的切换如此僵硬。伦敦奥运会过后，
叶诗文不再是“战无不胜”的代名词，整
个里约奥运周期叶诗文都是低迷的，她
赶上了生长发育和伤病，也赶上了霍斯
祖的“大器晚成”——匈牙利一姐拿到
第一个奥运金牌时已经27岁。

过去几年，叶诗文的人生和泳池一
样安静，没有太大的水花，我们习惯了
她拿不到第一、甚至进不到决赛。随
后，她选择去清华大学法学院学习。一
边训练，一边读书，一改她十几年如一
日的生活节奏。

“复出”再度惊艳

就在大家都以为叶诗文会按照半
退役的步伐走向职业生涯终点时，2017
年全国锦标赛，她“默默地”连夺100米、
200米蛙泳冠军。作为200米、400米
混合泳奥运冠军，叶诗文四种泳姿里最
差的就是蛙泳，即便是巅峰时期，她也
从未在全国三大赛中拿到蛙泳项目冠
军。

为了备战杭州短池世锦赛，叶诗文
悄然暂停了在清华的学业，“我还是喜
欢游泳，对游泳还有没完成的梦想。”这
一次站在全国锦标赛暨世锦赛选拔赛
的出发台，叶诗文游出了5年最佳、世界
第三好成绩。

补齐了短板让叶诗文的混合泳突
破了瓶颈，“蛙泳是我小时候的主项，没
想到现在我又游回来了。虽然不知道
最终能游到什么水平，但我希望可以突
破自己。”目前，叶诗文的蛙泳已经接近
劲敌霍斯祖的水准，再加上强势的自由
泳和仰泳，7月的光州世锦赛值得期待。

当然，叶诗文休学和复出的目的地
不是光州，而是一年之后的东京，“既然
回来了，我的目标就是争取登上最高领
奖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在成都拍纪录短片

成都妹成都妹子子
好莱坞获奖

3月26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美国洛杉矶获悉：成都妹子
刘铭漾执导的纪录短片《老有所依》，日
前在美国举行的2018年度好莱坞国际
独立纪录片奖学生单元获得最佳短片
奖。

好 莱 坞 国 际 独 立 纪 录 片 奖
（Hollywood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Documentary）是洛杉矶国际电影节的分
支，也是世界各国电影艺术和技术成就
展览的盛会，该奖每年分春秋两季进行
季度性展映，颁奖典礼于每年三月在洛
杉矶好莱坞举行。

刘铭漾曾在四川电视台新闻资讯
频道担任SNG卫星出镜记者。2014年
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南俄勒冈大学
传播学（电影电视方向）和美国排名第
六的电影学院查普曼大学道奇电影学
院（纪录片制作专业MFA）。《老有所
依》是她拍的第一部纪录短片。

26 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通过微信联系到了刘铭漾。
她介绍：“影片讲述的是，一位50岁的
成都阿姨在刚退休之时，她母亲被确
诊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于是，此后
的每一天，她对母亲悉心照顾，用心
陪伴。故事通过一对母女的生活，真
实展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残酷，体现
了女儿对母亲至深的情感。”她还透
露，拍摄地点就是在成都，拍摄时间
先后加起来用了一个半月，制作时间
四个月。

关于将来，刘铭漾表示：“我现在正
在做我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片，也是全片
在成都拍摄，关注的是隔代教育、家庭
教育问题。我觉得我的片子都比较关
注热门话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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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的“人与神”一起亮相亚平宁
四川古蜀文明特展惊艳罗马古城

中国杯飞铲后续

□ 蒋璟璟

韦世豪“黑化”
铲掉的岂止是国足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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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宝亮相罗马，就算是太阳神鸟的复制品也吸引了众多意大利观众的目光。

赛后，韦世豪前往
探视受伤的舒库罗夫。

网上流传的韦世豪看望舒库罗夫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