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道14年籍籍无名
曾美慧孜原名曾尤美，2003年至

2007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即北京
广播学院）表演专业。2004年，曾美
慧孜在校就读期间，被导演娄烨挖
掘。毕业后，她参演了数部小众影
片，包括揽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的
《苹果》。2009年以后，曾美慧孜转战
电视剧市场，但得到角色依然都是配
角。她曾自述这段时期状态低迷，只
能自己找事做。

2016年，曾美慧孜回归大银幕，
参演了导演章明的《冥王星时刻》以
及比利时导演奥利维耶·梅斯的影片
《下海》。她在《冥王星时刻》中扮演
了一个村妇，其大胆的表达曾被媒体
称为“过目难忘”。

出演陈果电影是宿命
曾美慧孜自述她曾在2007年毕

业前后，见过香港导演陈果一次。当
时陈果正在为一部电影选择一个女
儿的角色，曾美慧孜带着一个假发参

加试镜，“我那个状态……就不着调
儿”。

2018年农历新年以后，陈果为新
片《三夫》前往内地选角，再次通过朋
友介绍，看到曾美慧孜。这次，陈果
对曾美慧孜“一见钟情”。而曾美慧
孜也紧紧抓住难得的主演机会，一口
气答应陈果的所有要求，终于不负众
望，成为《三夫》中最亮眼的存在。

2018年底，曾美慧孜便凭借《三
夫》中出色演绎，被提名金马奖最佳
女主角，此后接连获得香港电影评论
学会大奖以及香港导演会年度大奖。

陈果表示，曾美慧孜是“真正为
艺术牺牲的艺术家”。他说，内地电

影工业体量大，如果没有标致的外貌
很难引人瞩目。曾美慧孜外表不突
出，入行十几年，才凭借演技艰苦博
出位。另外，陈果透露电影《三夫》的
灵感，来自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丈
夫》，为此他还专门去湖南收集素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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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晚，第38届香港金像奖
各奖项出炉，内地女演员曾美慧孜击
败阿Sa、张静初等，拿下最佳女主
角。4月15日早上9时，曾美慧孜的母
校中国传媒大学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发
文祝贺她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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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1年，伍兹再次站上了大
满贯冠军领奖台，经历了丑闻、低
谷、伤病并最终实现逆袭的泰格·伍
兹又成了全美英雄。

作为高尔夫球迷的美国总统特
朗普，几乎用自己的推特直播了这
场比赛，他从第三轮开始就给伍兹
加油：“伟大的美国大师赛正在进
行，老虎伍兹领先还剩两个洞待
打。非常激动，调频已经打开！”“恭
喜老虎伍兹，真正伟大的冠军！”“喜
欢那些在压力之下亦能发挥自己的
人。多么精彩的人生反转！”

特朗普一直痴迷高尔夫，他自
掏腰包花费5万美元在白宫安装高
尔夫模拟练习器，而老虎·伍兹、杰
克·尼克劳斯等名将也是他的同组
球友，特朗普经常与这些高尔夫巨
星进行“球叙”。

同样是伍兹粉丝的还有前美国
总统奥巴马，他也第一时间发推祝
贺：“恭喜Tiger！在经历了无数大
起大落后再次赢得大满贯，这是真
正杰出的证明，磨炼和决心！”

除了总统级粉丝，伍兹还有大
满贯冠军级粉丝，网球女皇小威廉
姆斯说自己看哭了：“Tiger的伟大
不同于任何人。在经历了那么多的
伤痛之后，再次向大家证明了自己，
你今天太棒了！一百万个恭喜！你
鼓舞了我，兄弟！”

当然，伍兹更拥有众多巨星级
粉丝，比如NBA球星科比，他连发
三个击掌手势表达了祝贺。而现役
NBA当红巨星库里也发文称：“完
美的逆袭！恭喜Tiger！啥时让我
摸摸那件绿夹克！”

至于伍兹的同行们，也不吝啬
自己的赞美，贾斯汀·托马斯、魏圣
美、米克尔森等人均表达了各种祝
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任|意|球|评

等待了3955天
“老虎”终于归来

□陈甘露

穿上绣着自己名字的绿夹克，泰格·伍
兹笑得百感交集，摘下球帽后，稀疏的头发
和阵亡的发际线无所遁形。3955天，这是
伍兹两个大满贯相隔的日子，长到足以让
全世界相信，第十五个大满贯永远不会来。

还好，有人相信伍兹会再夺冠——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赢一次大师赛，过去
一年我的表现非常稳定，我已经向全世界
证明我的实力还在，更重要的是，这让我
对自己更有信心。”来到奥古斯塔的前一
天，伍兹曾这样说。

不是我们对伍兹没有信心，这3955天
伍兹经历了什么，谁都没有忘记。2008年
美国公开赛伍兹拿到自己第14个大满贯
冠军——体坛首个收入超十亿球员、完美
球员、完美父亲、完美家庭，伍兹站在了职
业生涯的巅峰。

那一年唯一的插曲，是他因左腿胫骨
骨折做手术。那时大家都相信，伤病恢复
后，伍兹可以洒脱地上演王者归来，就像
过去的无数次一样。

不过，2009年休养期的一次诡异的车
祸让伍兹走下神坛，十几个情人一夜之间
全部跳出来，伍兹的完美形象被撞得粉
碎：承认性瘾、品牌解约、无限期离开球
场，当时，34岁的伍兹似乎也到了“退休”
的年龄。一年后，伍兹和妻子艾琳离婚，
他开启了漫长的伤病期，脚踝、跟腱伤病
反复以及背部的第4次手术。

尽管再次回到了高尔夫球场，伍兹似乎
再找不回的状态，伴随越来越高发的伤病和
糟糕的手感，他的世界排名在2016年跌落到
605名，那时他已经做了第7次下背部手术。

随着麦克罗伊等准“90后”统领了果岭，
伍兹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2019年3月，就
在美国大师赛开赛前六周，伍兹伤了颈部，
这是他全身上下第22次大手术，其中下背部
10次、左膝5次、左踝关节3次……能否回到
奥古斯塔是一个问号，当然，或许也没有人
在意不具备夺冠竞争力的老虎能否回归。

伍兹还是来了，2009年以来第一次大
满贯领先组出发，一路磕磕绊绊就如他过
去11年的职业生涯，不被看好，不被期
待，然后在最后一轮，他逆袭夺冠，发出招
牌式的老虎怒吼，这也是伍兹职业生涯第
一次在最后一轮逆转。

时隔十四年穿上了象征冠军的绿夹
克，他成为间隔时间最长的美国大师赛
冠军。不论是十四年还是3955天，伍兹
说自己只想告诉全世界一个简单的道
理：“我的职业生涯经历了起起伏伏，我
曾经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够再打高
尔夫。今天，在这里获胜，希望我的经历
对于每一个正在经历挫折的人有激励作
用，希望他们永远不要放弃。”

恭喜Tiger！
伍兹11年后再夺大满贯

重振“虎”威
特朗普和奥巴马都为他点赞

不利传闻困扰川足
四川FC决定

战略性放弃足协杯
4月16日，2019中国足协杯

将进行第三轮的比赛，四川FC队
将客场对阵中乙北区排名第一
的淄博蹴鞠队。然而，考虑到本
赛季球队保级任务颇重，为了专
心备战4月21日主场与北体大的
中甲联赛，四川FC队选择了战略
性放弃，这场足协杯的比赛将由
全替补阵容出战。

近半年时间，四川FC队一直
处于动荡之中，由于俱乐部正处
于股权转让的过程中，新接手的
上海大观控股集团原定于4月10
日与原股东完成的股权转让也
并未完全落实，此后的4月13日，
四川FC在中甲赛场客场2：3不敌
浙江绿城，遭遇本赛季的第二场
比赛失利，让四川FC进一步认清
了自己在目前中甲联赛的位置
和处境。

据四川FC足球俱乐部总经
理马明宇透露，今年是球队第一
年参加中甲联赛，状态和发挥都
不稳定，因此俱乐部肯定将以联
赛为主，足协杯就交给替补队员
练兵。目前，四川FC上一轮与浙
江绿城队比赛首发的11人全部
回蓉，替补球员将在执行主教练
李胜、领队冯峰和助理教练毕建
涛的带领下征战足协杯。

与此同时，网络上各种传闻
的影响，也更是让四川FC的前景
扑朔迷离，无法专心双线作战。
就在上周六与浙江绿城队的比
赛前，就传出了黎兵教练组即将
集体离任的消息，而15日又传出
了“大观控股撤资”“教练组撤
退”的猜测。针对这些传闻，马
明宇表示，俱乐部的股权转让目
前正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
有关法律手续还需要一定时间
来进行完成。“最快在本周内就
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结果。届
时我们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向
社会公布。”马明宇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奥运四金王李小鹏
入选国际体操名人堂

国际体操名人堂传来消息，
即将在5月18日举行的第23届国
际体操名人堂（星选）颁奖典礼
上，将有五位著名的体操人入选

“国际体操名人殿堂”。其中，四
次奥运冠军、11枚世锦赛奖牌获
得者李小鹏将入选。

“双杠王”李小鹏成名很早，
在1997年洛桑体操世锦赛中，年
仅16岁的李小鹏就随中国男队
收获团体冠军。1998年体操世
界杯他获得自由操和双杠两枚
金牌，正式拉开了他“双杠王”的
传奇。2000悉尼奥运会，作为主
力的李小鹏率中国队获得男团
冠军，自己收获了双杠冠军，成
为名副其实“双杠王”。2002年
11月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世
界杯体操总决赛，又以9.837的高
分荣获双杠冠军。随后国际体
联宣布，体操动作“踺子后手翻
转体180度接直体前空翻转体
900度”以李小鹏的名字命名，即

“李小鹏跳”。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体

操男队遭遇滑铁卢，男团仅获第
五名，李小鹏在双杠比赛中落地
时动了一小步，只能拿到一枚铜
牌。李小鹏一度因伤退役，不过
家门口的奥运会让他不想缺席，
2006年他选择复出。当年就在
世界杯总决赛上以完美的表现
获得双杠金牌。随后，获得了世
界鞍马的冠军，从而追平了李宁
14个世界冠军的纪录。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李
小鹏获得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并
且以16.450的成绩加冕双杠冠
军，以16个世界冠军正式超越了

“体操王子”李宁，成为中国体操
史上获得冠军最多的第一人。
李小鹏在2010年9月退役。

本次入围国际体操名人堂
的还有：美国名将肖恩·约翰逊，
她获得4枚奥运会奖牌，包括平
衡木项目的金牌（北京奥运会）
和2007年世界锦标赛全能冠军；
俄罗斯名将费拉托娃，她获得3
枚奥运会奖牌和4枚世界锦标赛
奖牌；11枚世锦赛奖牌获得者、
白俄罗斯选手伊万科夫。此外，
还有加拿大学者芬克，他担任国
际体操项目联合会教育和学院
项目主任，有40年的历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第38届香港金像奖出炉
击败阿Sa张静初 逆袭夺得影后

曾美慧孜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

古装男神秒变雅痞艺术家

陈晓新造型
“荷尔蒙炸裂”

他是《宫锁珠
帘》里的十九阿
哥，《笑傲江湖》里
的林平之，也是
《陆贞传奇》里十
全十美的太子，
《神雕侠侣》里的
痴情杨过。作为
持续霸屏的古装
剧男神，陈晓塑造

的银幕形象深入人心。不过，古装剧男神
最近也要准备转型了，新作《如影随心》里
秒变雅痞艺术家，造型令人期待。

由霍建起执导，陈晓、杜鹃主演的最痛
错爱电影《如影随心》将于4月19日正式上
映，影片改编自安顿情感实录，华语卖座女
导演薛晓路首度担任出品人。影片中，陈
晓饰演雅痞艺术家陆松，与饰演设计师的
杜鹃上演了一段最痛错爱，颠覆的造型和
出彩的演技更是获得导演称赞。

这是陈晓首次挑战饰演一位在爱情中
找回迷失初心的艺术家，不同于以往的古
装剧男神，此次造型大胆突破，陈晓自曝三
十多年首次尝试蓄胡须造型，颠覆形象挑
战魅力艺术家，更是让不少观众大呼“荷尔
蒙炸裂”，颜值和演技很圈粉。

不仅外在形象不断突破，陈晓在片中还
多番用心揣摩人物角色。他自曝为了演好
陆松这个成熟男性角色，不仅在片场每天坚
持晨跑，努力使得婴儿肥的自己更瘦更贴合
角色本身，还专门学了半年小提琴。并笑
称，刚开始的“魔音”只敢关上门对着自己儿
子“小星星”反复练习，只为让自己由内到外
更好契合艺术家角色的气质，颇为敬业和努
力。导演霍建起也对其称赞不已，“陈晓不
仅造型可塑性强，演技也非常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4 月 14 日，“老
虎”伍兹在夺冠后疯
狂庆祝。 新华社发

她
陈晓在片中造型。

伍兹时隔11年重返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