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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这些即将亮相成博的大师作品确实非常令人震撼。

7月 5日，成都城市足球
超级联赛赛场惊现暴力一幕，
某足球队多名队员因不满当
场裁判杜超判罚，情绪激动偷
袭当场主裁，最终多名球员围
着殴打裁判。这一恶劣事件
引起成都市业余足球圈愤怒，
球场暴力零容忍是业余足球
的一种态度。

7月 8日，成都市足协公
布了处罚结果：“成都市公安
局成华分局向成都市足协通
报，对涉事人员进行行政拘留
10日并处500元罚款。成都
市足协对涉事的四位业余球
员处以终身禁止参加成都市
足协比赛的处罚。”

早在7月7日事件被曝出
后，成都市足协在官方微博上
就发布了消息：“成都足协表
示：关于成超联赛的暴力事
件，我们已经在着手处理，性
质非常恶劣，所以需要一个处
理时间，并且公安已经介入
了。一定是顶格、取重、严肃
处理，处理结果这两天就会公
布。”

除了处罚四名球员，成都
市足协还处罚了所在球队：扣
除保证金2万元和禁赛一年。
此外还追加处罚取消涉事球
员五年成都市足协注册教练
员资格，五年内禁止他们带队
参加成都市足协主办或者承
办的所有青少年比赛资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甘露

2019年美洲杯决赛当地
时间7日在人声鼎沸的马拉卡
纳球场打响，东道主巴西队以
3:1战胜秘鲁队夺冠。这是巴
西队时隔12年再次获得美洲
杯冠军，也是巴西人历史上第
9次夺得美洲杯冠军。

巴西和秘鲁分别是本届
美洲杯 A 组第一名和第三
名。在小组赛中，巴西队曾以
5:0大胜秘鲁。双方在决赛中
再次相遇，秘鲁队显然比上一
次表现有所提升。不过，上半
场比赛，虽然秘鲁队凭借一粒
点球一度扳平比分，但巴西队
仍凭借热苏斯一传一射，以2：
1领先。下半场，落后的秘鲁
队奋力反击，巴西队压力不
小，热苏斯也因累积两张黄牌
被罚下场。终场前，少一人的
巴西队也获得一粒点球，终于
将比分定格在3:1。

就在巴西队夺冠的同时，
有消息传来，阿根廷球星梅西
有可能因为攻击南美足联而
受到处罚。根据南美足联的
纪律处罚条例，梅西可能最高
被禁赛2年。在当地时间6日
与智利队的比赛后，梅西在混
合区指责南美足联“腐败”。

南美足联纪律处罚条例
第7章第2条d款，其中规定

“以任何的形式或者通过任何
的媒介对南美足联进行挑衅”
都可以算作是“可制裁的违法
行为”。而根据第9章第1条
第a款，“在比赛中出现的违法
行为，可以禁赛2年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该法案是在
2019年1月最新制定的。

综合新华社等

4业余球员打裁判遭严惩

拘留10天
终身禁赛

南美双雄“冰火两重天”

巴西九捧美洲杯
梅西嘴炮恐禁赛

里昂大球场漫天的礼炮中，美国
女足毫无悬念地卫冕了。这是她们第
四次站在了世界女足的巅峰舞台，霸
道又冷静的颁奖礼上，她们的脸上写
满了“理所应当”。

女足新格局
欧洲崛起美国队仍无敌

如果说四年前5:2击败日本队还
有那么一丝坎坷和艰难，四年后的卫
冕，一路几乎没有磕绊。以前无古人
的13:0横扫泰国作为“开场秀”，足以
说明她们本届世界杯卫冕的决心和实
力。3:0赢智利、2:0击败老牌强队瑞
典，踏入16强遇到了欧洲新秀西班牙，
她们才丢掉了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球。

进入8强后，放眼望去，7支球队来
自欧洲，面对迅速崛起的欧洲女足，美
国队仿佛一座孤岛。很显然，世界女
足格局迎来新的玩法，欧洲联赛、各个
欧洲俱乐部大兴土木建女足，一场女
足欧冠六万多人观赛，欧洲女足狂风
暴雨般袭来，击溃了非洲、南美，冲塌
了亚洲，唯有美国女足屹立不倒。

1996年，10支球队撑起了美国女
足大联盟的门帘，大洋彼岸的10支球
队很快就证明她们不是自娱自乐。
1999年玫瑰碗点球击败中国后，美国
女足第二次捧起世界杯冠军，那支亚
军中国女足随后不少球员远渡重洋去
大联盟踢球。

20多年后，大联盟到2020赛季将
有26支球队，毫无疑问的世界最强女
足联赛。

女足新网红
拉皮诺埃金球金靴一人拿

本届世界杯，一头紫发的拉皮诺
埃成为了“怼王”，从怒怼媒体指责美

国女足庆祝方式过度，到怒怼美国总
统特朗普，再到联合美国女子运动员
响应同工同酬，拉皮诺埃最终用金球
和金靴奖为自己世界杯“网红”生涯划
打上叹号——不服不行。

在美国队上下，拉皮诺埃之所以
比头号球星摩根更有号召力，那是因
为她不断在同工同酬上做的努力。自
2019 年 1 月 以 来 在 女 足 大 联 盟
（NSWL）踢球的女足国脚的最低年薪
为16538美元，最高年薪升至46200
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职业足球大
联盟(MLS)前24名球员的最低年薪从
2018年的6.75万美元升至2019年的
7.025万美元。美国男足球员的工资
比女足球员多了最少3万美元。就为
了这三万美元的“差价”，拉皮诺埃怼
天怼地怼特朗普。

说实话，美国女足的平均工资已
让全世界羡慕，再加上代言和美国足
协补助，明星球员的收入直逼一流，比
如摩根的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在女
子运动员中可以排上号。如果说美国
女足打服欧洲靠的是实力，那实力背
后就是持续20多年联赛的关注度、体
面的收入、国人和球迷的尊重以及球
员不一般的热爱。

20年前，我们的女足可以在玫瑰
碗踢决赛点球，20年后，我们只有礼花
散尽后的羡慕，以及期待。四年后，或
许可以期待有“十亿”加身的中国女足
带给我们惊喜，一如20年前的绚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

7月8日，记者从主办方获悉，展
览将从7月16日展出至9月1日，免
费面向公众开放。这100幅动人心
魄的摄影作品，既能让你在博物馆里
找到逛动物园的乐趣，也能让你对野
生动物的处境和地球的命运产生一
些反思。

全球顶级的摄影展

早在1965年，欧洲最大的自然
历史博物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NHM）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强
强联手，举办了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

“野生动物摄影师年赛”。该项赛事
每年在英国举办一届，是世界上历史
最长、最负盛名的摄影比赛之一。

大赛经由世界各地的评委在严
格筛选之后，评选出最有创造性、
最具艺术表达力和最佳摄影技术
的获奖作品，并在英国及全球各大
城市巡展。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们被今年
比赛照片的出色质量吸引，它向我们
充分展示了世界各地有才华的摄影
师对自然的热爱。”“我确信这些照片
会给参观者惊喜和鼓舞，并提高对濒
危物种和生态系统的认识。”

本次展览由英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授权并借展，成都博物馆联合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四川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及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共同
主办。展览是今年5月四川日报报业
集团与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文物局
及省内四家博物馆签署的“文博”+

“传媒”战略合作协议下，媒体与文博
单位深入合作的首个国际大展。

触目惊心的作品集

从在中国秦岭山脉拍摄的金丝
猴，到巴伐利亚白雪覆盖的森林里一
对打斗的猞猁，再到一对非洲野狗用狒
狒的头玩起了死亡游戏，这些获奖作品
或展现了野生动物的亲密无间，或展示
了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更多的摄影师
用镜头语言和光影艺术来反思人类活
动对自然界带来的影响，这些触目惊

心的现实题材作品，往往能带给观众
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思想共鸣。

英国摄影师David目睹了一个
压抑的场景：挖掘机将一头已经死亡
的抹香鲸拖上海滩。这头鲸鱼是在
英国海岸搁浅的五头鲸鱼之一，这具
倒在海滩上的巨尸吸引了从四面八
方赶来的围观者。David说：“亲眼
目睹这头庞然大物被机械怪物拖走，
令人异常难受。”

南非摄影师Susan花了两年时
间才说服动物孤儿院允许她进入
——小犀牛和它们的看护人之间的
联系是受到严密保护的。Susan小
心翼翼地前进，尽量不打扰到Nandi
和Storm这两头小犀牛，当时它们正
一边享用看护人的喂食，一边接受红
外灯光照射，以维持体温。Susan表
示，这张照片是“凶残暴力下的片刻
宁静”。

被摧毁掠夺的普里皮亚季市位
于1986年核灾难后建立的切尔诺贝
利隔离区。普里皮亚季市渺无人烟，
已然变成一片废墟。这只红狐狸小
跑进废弃的教室，在一张厚厚的孩童
大小的防毒面具上做了短暂停留，留
给了英国摄影师Adrian足够时间来
拍摄一张照片。Adrian说：“能看到
这一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野生动物摄影师年赛评选最棒
的自然摄影作品，吸引全球每年超过
百万观众围观打卡。如今，不用打飞
的出国，四川人在家门口也能目睹这
些高质量的摄影大师作品。这些作
品讲述关于地球家园引人深思的故
事，促使观众从另一角度思考人与自
然的关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第54届全球野生动物摄影展7月16日开展

这个暑假
来成博逛“动物园”

作为全球顶级摄影展，“万物熙攘：第54届全球野生动物摄影展”即
将首次引入中国，并将巡展的“首秀”放在成博的消息，持续刷屏四川人
的朋友圈。展览将于7月16日亮相成都博物馆。金丝猴、美洲豹、非洲
野狗、太平洋鬣鳞蜥……100幅风格各异的获奖作品，将展示神秘的自
然世界、野生动物的生活以及人类对地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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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欧洲队也没拦住她们

美国女足卫冕
只丢了两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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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美国队球员拉皮诺埃（左二）庆祝进球。新华社发

医学不断进步
向微创化手术发展

“我们现在处在医学发展速度非常迅
速的时期，内镜治疗算是一种主流。”从事
腹部外科临床工作和理论研究20年的李
永继是肝胆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在他看
来，大切口、大创伤的传统手术方式正在
逐渐被微创手术替代。肝胆胰疾病，特别
是恶性肝胆胰疾病，治疗方法相对较少，

多数对放化疗不敏感，手术治疗作为首选
及主要的治疗方式往往决定患者的直接
预后。而微创手术对于提高患者对手术
的耐受、降低手术创伤、促进疾病愈合具
有优势。

以他所在的医院为例，肝胆专业目前
每年的手术量在500-600例左右，其中
大部分都是通过内镜进行手术或治疗，对
患者来说，这样的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益
处，不仅仅是创伤小、恢复快，更重要的是

治疗的精准。
副院长黎冬暄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

了“手术微创化”的重要。该院周边有很
多老工厂的家属区，区域内老年人较多，
来医院看病的常常是高龄患者，心肺功能
差，普通的手术对他们来说风险更大，手
术难度也更大，“我们的服务也强调精准，
为了能解决老龄患者的问题，也需要重点
发展微创技术。”黎冬暄说，呼吸系统疾
病、骨科疾病等倾向于“老年化”的疾病都
需要微创化，为此，医院积极引进专家团
队、培养学科人才，也向提升综合实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

学科权威授课
聚焦“嘴中取石”

在此次会议中，国内外著名肝胆胰外
科专家、西部战区总医院田伏洲、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李富宇、四川省人民医院董科、西
部战区总医院陈涛、四川宝石花医院赵铁
军、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田刚、成都医学院
附属医院武松、成都新华医院张炳印、李永
继等专家进行授课和分享。会上，关注度

最高的是“三镜”联合应对结石。
作为中国著名内镜外科专家，成都

新华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张炳印在这方面
具有大量经验和权威话语权，他是全国
最早开展ERCP（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
造影术）的专家之一，是中国西南ERCP
协作组组长，西南地区近90%的ERCP
医生都是他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难
度最高、风险最大、并发症最多的步骤，
就是通过十二指肠镜取石。”张炳印说，

“三镜”联合就是在腹腔镜、胆道镜和十
二指肠镜的协助下，取出胆囊或胆管结
石的一种方式，也是目前医学界认可的
比较普遍和流行的方式之一。由于结石
最终是通过从嘴里伸入的十二指肠镜取
出，被形象地成为“嘴中取石”。

他介绍，从2018年8月至今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该院内镜中心已完成了170
例内镜手术，且大部分都是疑难危重症患
者。此次学术会是该院继主办2018年西
部ERCP高峰论坛后，又一次重要的学科
会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肝胆胰疾病微创治疗学术会成都举行
专家汇聚交流取石经验

2019 年 7 月 6 日，成都市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肝胆
胰疾病微创治疗学术会”在成
都新华医院举行，进行授课的
有国内外著名肝胆胰外科专
家，也有四川省肝胆胰外科的
领头人，近100名来自四川省
内各市、成都市各区县医院的
临床医务人员们汇聚一堂，聚
焦如何让肝胆胰疾病患者能
够就近、及时得到规范化、微
创化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