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这样的猎奇有趣的照
片，“野生动物摄影师年赛”中也
有许多引起人们反思的作品。在
当下的社会中，人类应该如何与
大自然相处，并尊重在地球上生
活的其他生物？在2017年度的赛
事中，南非摄影师Brent Stirton

凭借一组被割角的
犀牛照片脱颖而
出，赢得了年度大
奖。

这组令人痛心
的照片拍摄于南非
Hluhluwe
Imfolozi 公园，为
了揭露人类残酷的
犯罪行为，摄影师
Brent Stirton深入
调查非洲当地的犀
牛角非法交易活

动，冒险拍下了被割角犀牛痛苦
卧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为了得
到这张照片，他亲临了不下30个
犯罪现场，整个过程几乎令他绝
望，他曾经表示，“我对摄影记者
的工作有点失去信念，因为我在
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人性的信
心。”

值得一提的是，据大赛评委
会透露，这幅作品在评选时就引
发了很多讨论，因为照片过于血
腥暴力，担心观众会被这样血淋
淋的现场吓到。但是思量再三，
面对大家必须正视的现实，组委
会认为有责任让人们了解照片背
后的故事。所以，这张《犀牛角：
正在进行的暴行》获得了当年摄
影赛的年度大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雨心

暴力殴打裁判追踪

成超联赛球员暴力殴打
裁判事件，公安机关对施暴者
予以严惩，成都足协还开出了
业余足球史上最大罚单。7月
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涉事球员所在的胜利
十一人足球俱乐部，董事会成
员李游川表示，目前涉事的几
名球员教练，俱乐部已经解约
辞退，但成都足协的处罚让俱
乐部有点始料不及。

7月5日晚，成超联赛出
现球员因不服判决，进而暴力
殴打裁判事件，涉事人员被依
法行政拘留10日并处500元
罚款，成都足协也开出了成都
业余足球史上最大罚单，殴打
裁判的4名球员被终身禁赛，
禁止参加成都足协举办的所
有比赛。同时，成都胜利十一
人足球俱乐部被取消成都城
市足球超级联赛资格，取消成
都足协注册资格1年，禁止参
加成都市青少年俱乐部足球
联赛1年，并向中国足球协会
青少部报告，建议取消胜利十
一人俱乐部“中国足球协会品
牌社会青训机构”资格（3年内
不得参评）。

9日，胜利十一人足球俱
乐部董事会成员李游川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廖勇等球
员追打裁判事件之后，俱乐部

就意识到了错误，并做好了承
担相应责任的准备，但是成都
市足协的处罚之严厉让俱乐
部始料不及。他说，胜利十一
人俱乐部的成超球队和青训
体系是分开的，廖勇等人是俱
乐部的青训教练，代表俱乐部
踢成超，“他们作为成年人，追
打裁判的行为理应承担相应
后果，也接受足协对与胜利十
一人成超球队的处罚”。但俱
乐部对于关于青训这一块的
处罚有点意外，尤其是足协处
罚意见中的“向中国足球协会
青少部报告，建议取消胜利十
一人俱乐部‘中国足球协会品
牌社会青训机构’资格（3年内
不得参评）”。他表示，胜利十
一人俱乐部是成都最早取得
中国足协品牌认证的社会青
训机构，青训一直走在前列，
而这次成都足协对俱乐部的
这个处罚“涉及到俱乐部立足
的根本”。

李游川表示，目前涉事的几
名球员教练，俱乐部已经解约辞
退，同时还在积极与被打裁判沟
通道歉，寻求谅解。针对成都足
协开出的罚单，俱乐部还在开
会讨论如何处理，有了结果会第
一时间向社会大众公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羽啸

解约辞退打裁判球员教练
俱乐部对自身受罚“始料不及”

今夏，关于内马尔离开巴
黎重回巴萨的转会报道从未
间断。日前，巴黎官方发出公
告称内马尔未按时归队报到，
将对其进行适当措施（处
罚）。就在各大媒体猜测他到
底会去哪时，内马尔本人却在

9日现身都灵。C罗的好
友里卡多在社交媒体上
传了他与内马尔和C罗
在都灵的合影，照片中的
内马尔笑靥如花，看起来
并没有受到转会传闻的
影响。

事实上，在法国已经
有人发起了“巴黎是否应
该出售内马尔？”的调查
（是或否），而有近8成球
迷（79%）认为应该出售
（是）。据西班牙《马卡报》
报道，巴黎圣日耳曼对巴
西球星内马尔转会费的评

估超过了2.22亿欧元。据悉，
这也是两年前他们收购内马
尔的费用。

不过，巴萨目前显然没有
足够的资金去满足巴黎的要
求。而另外两支球队，皇马已
经表示对内马尔不再感兴趣，
曼联确实对内马尔感兴趣，但
是他们却没有欧冠资格。

据西班牙零点电台巴萨
资深跟队记者马丁内斯消息，
对于内马尔的问题，巴萨现在
一点也不着急，他们知道现在
是内马尔和巴黎在急着处理
这件事，所以巴萨完全处于看
戏状态。马丁内斯表示，巴萨
内部甚至认为，内马尔回归根
本不应该花钱，或者花接近于
0的钱就可以，最后巴黎一定
会找到巴萨来求着解决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燕磊

巴黎希望“收回成本”
巴萨希望“免费回收”

内马尔不在乎？
都灵“会”C罗

内马尔（左）在都灵和C罗（右）玩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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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曾有一张图片走红
网络，那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猴子
一边惬意地泡着温泉，一边把玩
着人类的手机。该照片在当年引
起不小的轰动，是名副其实的“网
红”照片，甚至被不少网友当做表
情包使用。鲜为人知的是，该照
片获得了当年“野生动物摄影师
年赛”人气投票的特等奖，可见人
气之旺。

据了解，该照片的拍摄者是
来自荷兰的摄影师Marsel van
Oosten，拍摄地点位于日本长野
县山之内町的“地域谷野猴园”。
摄影师曾讲述到，拍摄当天，一位
游客渴望用手机能够在温泉中抓
拍到猕猴的特写镜头，于是她将
手机拿得离拍摄对象越来越近，
突然之间，一只猕猴拿过她的手
机退到了温泉中央。此时正好在

现场的 Marsel van Oosten，看
到了拍摄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的
机会。

“起初，猕猴只是摸索着用这
个小玩意儿。虽然它不知道自己
偷了什么，但对它的新玩具还是
很满意，它甚至成功地让内置闪
光 灯 熄 灭 了 几
次。当它最终像
一个人一样拿起
电话，专心地看着
屏幕。”就在此时，
摄 影 师 Marsel
van Oosten按下
快门，拍摄出了这
张流传甚广的照
片。“未来是否有
精通科技的猕猴
出现，我们还将拭
目以待。”他说道。

继《三体》之后，刘慈欣另
一部科幻小说《球状闪电》将
拍摄电视剧。根据广电总局6
月电视剧备案公示，该剧由上
海应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备
案。在该公示中，《球状闪电》
定在今年9月份开机拍摄，制作
周期6个月，将拍摄42集。而
内容提要显示，该剧讲述了从
小被外太空势力“观察者”劫
持、目睹母亲惨遭不测的少校
林云带领专项组攻坚克难，利
用球状闪电引发的核聚变彻底
捣毁了观察者计划的故事。

长篇科幻小说《球状闪电》
于2005年出版，早于《三体》问
世并被视为后者的前奏。该书
中的男主角由于球状闪电丧失
双亲，成为孤儿，同时命运也被
改变，终身致力于解开球状闪
电的秘密。他未曾想到，多年
以后，单纯的自然科学研究被
纳入“新概念武器”开发计划，
他所追寻的球状闪电变成了下
一场战争中决定祖国生存或是
灭亡的终极武器。刘慈欣曾在
采访中表示，他认为《三体》不
太适合改编成电影，《球状闪
电》更适合拍电影。

据悉，早在2016年1月下
旬的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
公示中，电影《球状闪电》就出
现在列。备案信息显示，该片
由北京摩天轮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备案，张小北（本名张勇）

担任编剧。当时有消息称刘
慈欣将深度参与电影制作，影
片将在2016年开机，编剧更
称有望将其拍摄成为划时代
的作品，但该片至今没有搬上
银幕。

在知乎一条“如何评价刘
慈欣小说《球状闪电》将要被
拍成电影的消息”的提问下
面，张小北介绍，早在2008年
前后，张小北和制片人关雅荻
已经购买过《球状闪电》的电
影版权，并尝试进行电影化改
编，却无疾而终。他反思称，
拍摄这样一个高成本、高技
术、高概念的科幻电影，超出
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实际能力。

综合封面新闻、人民网等

大刘小说成影视圈“富矿”

《三体》之后《球状闪电》立项

刘慈欣小说《球状闪电》。

微观世界的奇妙与惊喜，动
物之间的有趣互动，在瞬间的
定格之下，愈发促使人们去发
现、理解、尊重并享受大自然。
也许，这就是“野生动物摄影师
年赛”能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
原因。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长、最
具知名度的摄影比赛之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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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举办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年
赛”，自1965首办以来，已经走
过数十载。

也许听到“野生动物摄影师
年赛”这个名字，大部分观众会
觉得陌生，但是你一定在网络中

看过该比赛的获奖作品。譬如
荷兰摄影师Marsel van Oosten
拍下“猕猴泡温泉玩手机”的一
幕，已经成为“网红”照片；还有
获得该摄影赛2017年总冠军的
照片《犀牛角：正在进行的暴
行》，用触目惊心的一幕揭示了
偷猎行为的残忍，引起了网友众
多关注。

就在今年夏天，国人也可近
距离一睹这场摄影比赛中的精
品。“万物熙攘：第54届全球野
生动物摄影展”将在7月16日至
9月1日亮相成都博物馆。届时
将会有来自全球各地摄影师的
100幅获奖作品展出，一展自然
世界的神秘、野生动物的生活以
及人类对地球的影响。

这场野生动物摄影展背后还有多少“宝藏故事”？

“野生动物摄影师年赛”作品
有趣与深思并存

北京时间9日晚，张帅在温
网八强战中以0:2(6:7(1)，1:6)
不敌前世界第一的哈勒普，无缘
追平当年川妹子郑洁的温网四
强最好成绩。尽管如此，张帅取
得的突破仍值得点赞。而在32
强中占据两席的中国金花，或许
即将迎来新的一轮崛起。

张帅属“大器晚成”

从首次参加温网止步资格
赛，到如今打入八强，张帅用了
整整9年时间。而距离她第一
次打入大满贯的正赛，已经过去
了足足 11年。漫长的职业生
涯，张帅颇有大器晚成的风采。
她延续着自己“不破则已一破惊
人”的神奇规律。在李娜退役已
久，彭帅逐渐老去的如今，她似
乎逐渐成为了中国金花的“牌面
担当”。

可以说张帅在温网上的突
破，绝非偶然或者运气使然。职
业生涯初期的她一直徘徊于大
满贯赛事的边缘，她也并非那种
横空出世的天才球员。通过多
年的努力与积淀，才造就了如今
的张帅。也许她不能像李娜那
样在大满贯赛事中杀入决赛甚
至捧起奖杯，但足以凭借努力创
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温网是“风水宝地”

温网曾经是中国金花屡创
佳绩的“风水宝地”，而它也是四
大满贯中惟一一项草地赛事，以
球速快、节奏快著称。由于球落
地时与场地摩擦小，导致球的反
弹速度快，弹跳低且不规则。在
草地球场的百年演化过程中，曾
尝试不同草种和改善草下泥土的
质地，以期球速不至过快、球的弹

跳更平稳，但效果仍旧不佳。
在这样的环境下，温网一直

以来都是爆冷的温床，相比较硬
地和红土，很多世界顶级选手都
容易“突然死亡”。这也难免不
让球迷产生疑问，中国金花一度
以来在这里出色的表现是否纯
属运气？

并非如此。本届温网5朵
金花出战单打正赛，其中，王蔷
和张帅均打入女单32强，上一
次温网女单32强中出现两位中
国队球员的名字要追溯到5年
前，当时李娜和彭帅同样做到
过。事实上，以两位选手的状态
来看，这样的成绩绝非冷门。

金花正“悄然崛起”

能作为15号种子登场，王
蔷近一年来的状态早已无需多
言。在晋级女单32强之后，她
净赚了 120 分积分。依靠这
120分积分，当时王蔷的积分已
经到达了2872分，在即时排名
上上升至世界第13位。如果排
在她身后的几名未出局选手在
接下来的比赛中表现不佳，天津
姑娘非常有望打破个人职业生
涯最佳历史排名。

有两名球员具有打进大满
贯32强的绝对实力，这在过去
的几年中都难以做到。从目前
的表现来看，温网的赛场绝非她
们的终点，在未来我们或许能看
到她们创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的突破。

王蔷、张帅的脚步不会就此
停下，而她们身后的其他中国姑
娘们也正在悄然进步。也许过不
了太久，朱琳、王雅繁们的名字会
出现在大满贯赛事次轮或者更远
的签表上。温布尔登的赛场，正
在见证中国金花的崛起。 中新

张帅未进四强仍需点赞

温布尔登或见证
中国金花崛起

7月9日，张帅
在比赛中回球。

曾经刷屏的“网红”照片 揭秘“正在进行的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