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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读者提交报名资料之后，主办
方将发送短信确认报名成功，届时
请接到通知的读者凭短信入场。

1
已下载封面APP的用户可
直接打开点击“个人头
像”-“封蜜CLUB”-“名人
大讲堂”传习志愿者报名
通道/观众报名通道进行
报名。

2
未下载封面APP的用户，
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
报名。

报名时间：
2019年6月16日- 6月21日17点

报名方式：

峨眉山，在蜀山之中虽然不是
最雄伟的，但却名扬天下。在著名
诗人、文化学者蒋蓝看来，这就像是
蜀地的人才观：孤峰突起，一鸣惊
人，名扬旁系。这与黄河文化的人
才观不同，黄河文化中的人才观更
像是泰山：从正面看，笔直陡立，但

当站在泰山顶上就会发现，它并不
是很高而且在它的背脊上，一层一
层的，犹如人才，有很多力量将其托
起，而且人才从不断档。

蒋蓝是成都著名的诗人、散文
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曾
经获得过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

奖、四川文学奖、中国西部文学奖、
布老虎散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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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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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浅出的讲述阐释，生动活泼地展
现历史名人所承载中华精神、优良
美德的时代价值。2019年 6月为

“杨慎月”。
本次活动，仍旧延续以往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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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年龄35岁以下、对杨慎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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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在现场聆听蒋蓝的讲座，共同
分享历史名人文化对延续巴蜀文脉
的心得体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名人大讲堂“杨慎月”下周一开讲

著名诗人蒋蓝解读杨慎
如何颠覆明代的价值观

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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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杨慎月”。著名诗
人、散文家、文化学者蒋蓝将为大家
带来对于四川和黄河流域人才观的
见解，还将会讲述为什么杨慎的成就
就像是峨眉山一样巍峨。

曾轶可爆粗口干扰执法
道歉后网友却不买账

她涉嫌违反了哪些法律？
6月19日早上，女歌手曾轶可因连

发9张照片曝光边检人员证件照一事，
遭到紫光阁、共青团中央、公安部、国家
移民管理局、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法制
日报等网络点名。19日下午1时许，曾
轶可终于发文道歉。她表示，承认自己
前两天言行失当，难以相信自己当时如
此情绪化。

曾轶可通过个人微博写道：“在这
里我向所有人致歉，如果有机会我也愿
意对当事警官当面说声对不起。对于
自己这一行为造成的影响，我愿以个人
最大能力承担后果。”

然而，看到这个姗姗来迟的道歉，
大多网友并不买账。鉴于曾轶可在声
明中提到，“如果有机会，也愿意对当事
警官当面说声对不起”。有人立马点
出：“有机会啊，人家工作单位就在那
里，你随时都可以上门道歉……”还有
人建议：“你赶紧去自首好了”。

那么，曾轶可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哪
些法律？

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一条规
定，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应当向出入境
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的护照或者其
他旅行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履行规定
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出境入境。
出入境人员在接受边防检查时，应摘
掉帽子、墨镜、口罩等，配合查验。《出
入境管理法》第六条、第八十二条规
定，边检机关负责对口岸限定区域实
施管理，对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
序的行为，边检机关将依法予以制止
并作出相关处理。北京边检提示过关
旅客，出入境时应自觉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主动配合边防检查，也希望公众
人物能够以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言行
为社会树立良好示范。

根据《警察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
然侮辱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

另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
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
谤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
款。《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阻碍人民警
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

此外，曾轶可面临暂停工作行程的
可能。在曾轶可微博道歉之后，有媒体
连线其经纪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会对
艺人保持监督，并正在考虑暂停其接
下来的工作行程。19日下午，这个话
题也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首位。当日
傍晚，其经纪公司通过微博宣布：曾轶
可将不参加长沙草莓音乐节的演出。
并表示，“鉴于演出阵容已做调整，我
们接受退票。”

本报综合报道

曾轶可过安检被为难？
北京边检发情况通报
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6 月 17 日下午，一则“曾轶可过安

检被为难”的微博信息在网上沸沸扬
扬。说起曾轶可，估计如今很多网友都
不太熟悉，她2009年以超女身份出道，
当初凭借一首《狮子座》收获了无数粉
丝，不曾想起点就是出道的最高点，随
后在娱乐圈混迹了十年也没有多大的
名声。在北京边检做出情况通报后，事
情的起因和经过，终于清晰起来。

第一：曾轶可说自己在过安检的时
候被为难，还被粗暴对待，实际情况却
是自己拒不配合边检人员让其摘掉
帽子的要求，还骂骂咧咧，扰乱了现
场秩序。

第二：曾轶可说是领导通情达理，
帮其说话才放她过关，结果呢？实际情
况却是，值班室的领导把曾轶可叫过去
批评教育了一番，才让她离开的。

第三：曾轶可直接曝光了边检民警
的私人信息，口口声声说自己的权益受
到了侵犯，结果却丝毫不在乎别人的隐
私，这为人处世可真是双标啊。

在北京边检发布通报后，曾轶可删
除了之前的微博。

据新京报等

事 件 回 顾

作为本届美洲杯的东道主，在头
号球星内马尔缺席的情况下，巴西队
在揭幕战中3：0大胜玻利维亚，库蒂
尼奥发挥出色，他梅开二度帮助巴西
顺利赢下比赛。此役对阵委内瑞拉，
巴西只要取胜就可提前一轮小组出
线，面对实力一般的委内瑞拉队，东
道主在赛前可以说是势在必得。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让所有巴西
人大跌眼镜，上下半场，巴西队的3粒
进球都被主裁判吹掉了，其中VAR
两度提示主裁，改判进球无效，包括

库蒂尼奥终场前的“准绝杀球”，菲尔
米诺存在微乎其微的越位嫌疑。

第37分钟，巴西队率先破门，菲
尔米诺的进球因在与后卫的对抗中
犯规被判无效。第59分钟，热苏斯的
推射破门，后在VAR的提示下被吹
掉，原因是为他助攻的菲尔米诺处在
越位位置。比赛尾声，库蒂尼奥突入
禁区左侧底线传中，左脚推射射门，
主裁与VAR交流后再度被吹掉进
球，原因是认为巴西中场进球前，菲
尔米诺又处于越位位置。

一场比赛3个进球被吹掉，都与
菲尔米诺有关，其中2个拜VAR所
赐。本届美洲杯，是美洲杯史上头一
次引入VAR，巴西首轮小组赛就借
VAR之利，获得关键点球。与VAR
技术运用已相对成熟的五大联赛和欧
冠相比，美洲杯的VAR镜头显然还相
当初级，并未给出越位定格画面，或划
出一条越位线，转播机构只是简单回
放两镜头就草草了事。

不过，赛后两队主教练均认为判
罚没有问题。巴西队主教练蒂特在
赛后的记者会上说：“这是公正的。
确实越位了，是我们的犯规吗？是
的。关于VAR，我没有任何需要申诉
的。”他认为，巴西队没能赢球问题在
自己，他说：“球队还需要继续成长，
特别是需要加强射门的创造性。下
一场对秘鲁队的比赛我们将更加努
力，要加强进攻的有效性。”

而委内瑞拉队显然是这场比赛
VAR判决的受益者，主帅杜达梅尔赛
后说：“VAR万岁！”“欢迎VAR！”但
杜达梅尔同时也表示，VAR对哪个球
队都是公平的，他说：“在与秘鲁队和
巴西队的比赛中可以说我们是获益
者，但并不是说我们永远获益，我们
也曾是被VAR夺取权益的一方。在
U20世界杯上与乌拉圭队的比赛中，
VAR取消了我们的一个点球，所以说
我两方面都经历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雨恒

双方主帅都说判罚正确

VAR根本不给东道主面子

在接受了数小时的质询之后，前
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在法国当地时
间19日凌晨获释。当地时间周二早
晨，普拉蒂尼被法国警方带走，多家
媒体报道，他因涉及2022卡塔尔世界
杯申办贪腐被带走接受问询。

普拉蒂尼是法国足球名宿，曾在
2007年至 2015年担任欧足联主席。
普拉蒂尼通过他的代理人发表声明，否
认自己有不当行为，并表示自己对相关
案件“不知情”。19日凌晨，普拉蒂尼的
律师鲍登说，普拉蒂尼已经被释放，未被
起诉，还表示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普拉蒂尼对记者们说：“（被质
询）时间很长。考虑到问题的数量，
时间长是正常的，因为我被问到关于
2016年欧锦赛、俄罗斯世界杯、卡塔
尔世界杯以及国际足联的问题。”

尽管普拉蒂尼被释放了，但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的举办权再度遭到
质疑。2010年，国际足联宣布卡塔尔
获得了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当时这
个结果就让世界震惊，那年和卡塔尔
一起参与竞争的申办国家有澳大利
亚、日本、韩国、美国，最终国际足联
22位高层投票结果是卡塔尔。

如今，最受球迷和外界质疑的
是，当年22人投票委员会已经有超过
一半的人被质疑贿赂，其中有10人已
经遭到免职或罚款等相应处罚。这
10人里面包括前国际足联主席布拉
特和前副主席普拉蒂尼，他们两人都力
挺卡塔尔举办。布拉特曾公开表示：

“阿拉伯世界该举办一次世界杯。”随
后，两人都因贿赂和不法行为的铁证被
免职和禁止参与足球。

因为这次不公正的申办，英国媒
体和各国球迷都在社交平台上向国际
足联请愿，希望取消卡塔尔的举办资

格，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替代的国家。《镜
报》列举了包括英格兰、美国、西班牙、
阿根廷和荷兰在内的五个国家来举
办。《镜报》认为，这五个国家不论是足
球氛围还是场馆设施建设、气候环境
等，都更适合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夏季的高温，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被迫移在11月
底到12月初举办，这是世界杯首次在
冬季举办。而那时正是五大联赛、欧
冠激战的关键期，如何平衡五大联赛
和世界杯的参赛时间，一直是外界最
质疑的话题。 综合新华社等

巴西队 个进球
全部无效！

美 洲 杯 史 上 头 一 回 算 不 算 进 VAR 说 了 算
全场比赛打进了三个球，最后的比分却是0：0，这“离奇”的

一幕发生在19日晨的美洲杯赛场上。
2019年美洲杯小组赛A组第2轮，东道主巴西队0：0战平委

内瑞拉，无缘提前出线。整场比赛，巴西队被裁判吹掉3粒进球，他
们此前在各项赛事中的主场10连胜也就此终结。

普拉蒂尼被释放
卡塔尔世界杯举办权再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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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米诺运气是有多么的差？新华社发

如今有些明星，捂得真严实。

著名诗人蒋蓝

天府名人堂·文化传习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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