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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赛时代，谁是大师最多的？这个问
题的答案有些摇摆，不是纳达尔就是德约科
维奇，因为两人之间的拉锯式夺冠还在继
续。北京时间5月20日，2019年罗马大师
赛男单决赛，2号种子纳达尔6：0、6：4力克
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终结对其两连败，夺
得今年首冠、生涯第81冠。

这场决赛意义有点不一般，德约科维奇
在上周马德里登顶后，大师赛冠军数来到了
33冠，追平了纳达尔，两人目前并列排在第
一位，谁是真正的“大师之王”，需要这场决赛
来决定。此外，过去两场对决，纳达尔都输
了，在最爱的红土击溃德约科维奇，应该是纳
达尔最强的复仇剧本。事实上，纳达尔也是
按这个节奏来打的，4:0领先后毫不手软，打
出一个6:0。这是两人54交手（142盘）里第
一次打出6:0，两人的交战次数也是公开赛
时代最多的，第一次“送蛋”可见纳达尔复仇
的决心。上一次在罗马男单决赛出现6：0比
分还是1980年（维拉斯VS诺阿），上一次在
大师赛出现这种情况则是2012年辛辛那提
赛（费德勒6：0、7：6德约科维奇）。

第二盘德约科维奇的状态提升了一些，
但最终还是在第三盘失利，输掉了比赛，最
终纳达尔第9次捧起罗马大师赛冠军。这
也是纳达尔职业生涯58个红土冠军，生涯
第34个大师赛冠军，超过小德，独居历史第
一位。

这场冠军争夺也被誉为法网前重要的
风向标，作为红土之王，纳达尔本赛季在红
土的表现不如之前强势。虽然在之前的印
第安维尔斯、蒙特卡洛、巴塞罗那、马德里都
跻身半决赛，但今年还没有拿到一个冠军。
特别是红土赛季，纳达尔竟然到罗马才拿到
冠军，如此低的效率，非常不像纳达尔的风
格。当然，本站赛事，他终于迎来了迟到的
强势，他在本站比赛的四场比赛中都“送
蛋”，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带着如此强势
的势头前往法网，相信对于11届法网冠军
纳达尔来说，再次捧起火枪手杯为自己的结
婚典礼送上最有分量的礼物，应该是西班牙
人本次罗兰·加洛斯之旅的心愿清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

尽管目前关于当事人是
否有心脏病史，或者是否有外
部因素的影响导致他突然发
病，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但玻
利维亚媒体与舆论普遍提到
一个问题：本场比赛的举办
地，比利亚因热尼奥市政球场
（Estadio Municipal de El
Alto）海拔达到了4100米(El
Alto在西班牙语的意思就是

“高”)，是玻利维亚国内海拔
最高的球场。不适应高海拔
的球迷到那里看球，甚至需要
吸氧。

比利亚因热尼奥市政球
场于2013年12月18日开始
建设，2017年7月16日启用，
能容纳2.5万名观众。启用之
后，该球场成为玻利维亚海拔
最高的球场。在它之前，该国
海拔最高的球场是玻利维亚
国家队的主场，拉巴斯的埃尔
南多·希勒斯球场，海拔高度
3637米，也是世界闻名的“地
狱主场”。

高海拔球场多出现在南
美地区，其是否适合踢足球，
一直是有争议的。2018年世
界杯南美洲预选赛巴西与玻
利维亚的赛后，巴西队在更衣
室集体吸氧的画面，瞬间成为
了球迷媒体热评的话题。这
场比赛巴西队也被实力不如
自己的玻利维亚队利用主场
优势所逼平。当然，这并不是
玻利维亚第一次在主场从这
些世界顶级球队身上抢分。
同样在上届世界杯南美区预
选赛，阿根廷在客场面对玻利
维亚时，强烈的高原反应，使
得阿根廷众球星们倍感不适，
梅西直接在球场上呕吐，迪马
利亚更是直接吸上氧气。

其实，早在2007年6月，
国际足联就曾经推出了“限高
令”，不批准在海拔高于2500
米的球场进行正式比赛。但
由于遭遇到玻利维亚这样的
高海拔国家强烈反对，甚至把
这个问题上升到外交问题，提
交到联合国后，2008年5月，
FIFA决定取消“限高令”，玻
利维亚等国重新拥有了使用
高原主场的权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钟雨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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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谈到中国历史上治水
的能人，有两个名字可谓是
家喻户晓：一个是大禹，为

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另一个就是
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这两个人都
与四川有联系：大禹是汶川人，而
李冰修建的都江堰就在四川。

5 月 27 日晚 7 点 30 分，由实
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承办的“名人大讲堂”，将迎来

“李冰月”。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
教授王启涛，将会与大家一起分
享关于蜀郡守李冰与都江堰的那
一段历史。

王启涛教授曾两次登上过
《百家讲坛》，一次讲述的是《李冰
与都江堰》，另一次是《心怀天下
范仲淹》。他还是国务院侨办《名
家讲坛》的主讲人，曾受派赴英国
和瑞典讲授中华传统文化；同时
他也是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大讲
堂》主讲人，主讲《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领导智慧》《神奇的敦煌》。

王教授在中国古典文献整
理、研究、传承方面卓有建树，是
中国语言学最高奖———王力奖
获得者，其著述丰富，在海内外影
响较大，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
这也是我国丝绸之路西域段最大
的文献整理、研究与传承工程，整
个工程共计20卷，3000万字。

比利亚因热尼奥市政球场，海拔高达4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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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开幕

四川话剧《苍穹之上》
将角逐“文华大奖”

5月20日晚，第十二届中国艺术
节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帷幕，来自全国
的51台优秀剧目，将在上海19个剧
场演出102场。据悉，四川人艺话剧
《苍穹之上》将代表四川舞台艺术作
品，与其它37个剧目同台竞争，角逐
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话剧《苍穹之上》由唐栋、蒲逊、甄
进编剧，傅勇凡执导，四川人艺实力派
演员孔斐、董凡、贾建立、李东昌、杨
涵、杜江宁等主演，该剧以我国某新型
战机的研制历程为素材，讲述了中国
航空工业战线科研和制造人员薪火相
传，铸造国之重器的英雄故事。

5月24日和25日的19：30，《苍
穹之上》将在上戏实验剧院上演。“金
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想
用这部剧，致敬航天人，通过他们情感
和生活故事，也让老百姓能感受到国
家的航天梦。”导演傅勇凡说。

除了优秀剧目演出，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也已
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博览会上，33
个展馆超过700家文化机构携演艺类
展品、文创类产品参展。其中，四川人
艺、四川省歌舞剧院、四川省川剧院、
成都市、宜宾市等13家文艺院团和相
关市（州）文化单位，将集中推介近年
来新创话剧、音乐剧、舞剧、旅游演出
实景剧等重点项目50台；四川博物
院、四川省图书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
馆等6家文创单位，将推介展示文创
产品200余件。

四川馆舞台上，川剧变脸、杂技、
四川扬琴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其
中，省川剧院带去6个精品项目，《火
焰山》和《镜花缘》专为外国观众量身
定制，制作了英文、法文、韩文版推介
手册。四川人艺的6部话剧和音乐剧
中，话剧《苏东坡》获国家艺术基金
2017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
助，音乐剧《麦琪的礼物》获第十一届
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评委会大奖。

还有凉山州彝文化风情实景剧
《阿惹妞》、甘孜州大型民族歌舞剧《圣
洁甘孜亚丁情》、宜宾杂技剧《东方有
竹》、大型原创交响乐组曲《红色丰
碑》、原创交响套曲《上善蜀水》、国乐
观念剧《伎乐·24》等精品旅游演艺剧
目一一亮相，为四川馆聚集大量人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群星奖启动文化惠民之旅

四川“幺妹儿”
亮相上海滩

5月20日，第十八届群星奖决赛
的部分选手来到了上海长宁民俗文化
中心，为当地民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
演出。其中，一群来自四川的“幺妹
儿”特别显眼，她们身穿美丽的衣装，
唱着悦耳的四川清音，为上海的观众
带来了极富特色的表演。

从5月16日至5月19日，84个群
星奖入围决赛作品按照舞蹈、音乐、戏
剧、曲艺4个门类进行了比赛，结果将
会在本月底决出。由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厅报送，四川省文化馆辅导，阆中市
文旅局、文化馆表演的表演唱《亮花
鞋》成为了四川省入围第十二届中国
艺术节、第十八届群星奖决赛（音乐
类）的唯一节目。

“亮花鞋”，也称“女人场”“ 娘娘
会”，是位于四川省阆中市的全国历史
文化名镇老观镇的传统习俗，也是阆
中市市级非遗项目。在每年的正月初
一、二月初二，女人们都会穿上自己绣
的花鞋，到娘娘庙求拜菩萨，然后围在
一起“亮花鞋”。

“亮花鞋”这个元素最近几年受到
文艺界追捧，去2018年舞蹈《亮花鞋》
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而今年音乐版《亮
花鞋》则注重四川传统清音，最具特色
的哈哈腔、弹舌两种唱法令观众如痴
如醉，体现了四川姑娘温柔、贤淑、勤
劳、活泼的精神风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中乙成足
豪取主场四连胜
5月19日晚，在中乙联赛第11轮

比赛中，依靠马晓磊的帽子戏法和胡
明天的进球，成都兴城在龙泉专业足
球场以4:0大胜江西联盛国贸，豪取
主场四连胜。

第15分钟，胡明天前场突破后传
中，马晓磊甩头攻门得手首开纪录。
第20分钟，马晓磊右路一脚似传似射
的世界波直接破门，2:0。第58分钟，
成都兴城换人，王超龙替换李尚霖出
场。上场后的王超龙第一次触球就制
造进球，他在禁区右侧的打门造成对
方门将扑救脱手，马晓磊门前机警补
射，完成新赛季第一个帽子戏法。第
66分钟，成都兴城再次扩大比分，王
超龙右路突破下底后传中，皮球穿过
整条防线，后点的胡明天推射空门得
手，将比分定格在4:0。

最终，成都兴城四球击败江西联盛
国贸，取得了本赛季联赛至今的最大比
分胜利。连续两场“梅开二度”，此番又
上演“帽子戏法”，马晓磊目前以8粒进
球攀升到中乙南区射手榜榜首。

从赛季初攻击乏力到现在火力全
开，成都兴城的防守端却十分稳健，目
前仅失4球是中乙防守最好的球队。
按照这个势头下去，成都兴城冲甲有
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秦人李冰凭空修出了都江堰？不！
古蜀国自有“治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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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头号“大师”？
纳达尔

“送蛋”赢小德

当地时间5月19日，玻利维亚足球联赛发生了一起让人无比痛心的悲
剧。一名裁判在执法比赛时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年仅32岁。当时
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当主队发动进攻的时候，正在执法的主裁判维
克托·乌戈·乌尔塔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倒地。现场医务人员
立刻对其进行了抢救，但是已经无济于事。

玻利维亚裁判命丧“魔鬼球场”

难道这就是“罪魁祸首”？

报名啦！
200名现场观众
6名传习志愿者

等你来

5月27日晚的“名人大讲堂”
公益活动，仍将延续以往的方
式，向社会征集 200 名现场观众
（以最终主办方电话或短信通知
为准），以及6名年龄35岁以下、
对李冰颇有研究的青年才俊作
为历史名人文化传习志愿者参
与讲座，他们将有机会在现场聆
听王启涛教授的讲座，共同分享
历史名人文化对延续巴蜀文脉
的心得体会。

作为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
承创新工程品牌文化活动之一，

“名人大讲堂”公益活动立足学
术、着眼传承，每月设置一位四
川历史名人“主题月”，邀请国内
知名专家学者，以“名家讲名人”
专题讲座形式，围绕大禹、李冰、
落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
李白、杜甫、苏轼、杨慎10位首批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的核心理念、
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进行深入
浅出的阐释，并生动活泼地展现
历史名人所承载的中华精神、优
良美德和时代价值。

李冰修建的都江堰，让四川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府
之国，但是他能够有这样伟大的成就，其实也是“站在了
巨人的肩膀上”。

岷江自古多水患，四川儿女则善于治水。从战国时
期起，就有人认为大禹治水是从岷江上游开始的，《尚
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而开明王朝也与治水
有关。汉代扬雄《蜀王本纪》有载：“望帝积百余岁。荆
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
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
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
安处。”

李冰能够在蜀地取得成功，既因为他拥有过人的智
慧和学识，也由于蜀地先民们的治水经验和前期积累，
为他日后修建都江堰提供了重要借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王启涛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