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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国际泳联游泳世锦赛7月28日在韩国光
州落幕，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国际泳联主席
胡里奥·马格里奥尼总结说：“光州世锦赛是最
美妙的一届世锦赛，感谢光州。”

光州游泳世锦赛共吸引来自194个会员
协会，包括难民代表队在内的7500多名运动
员参赛，创世锦赛参赛之最，此外还有43%的
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在光州世锦赛上产生，中
国选手辛鑫在女子10公里公开水域比赛中创
造历史夺冠，并获得奥运资格。

“这体现了国际泳联和209个会员协会的
齐心协力。”马格里奥尼说。

对于在游泳比赛期间，澳大利亚选手霍顿
和英国选手斯科特先后两次在领奖仪式上对
中国冠军孙杨进行抗议，国际泳联执行秘书长
马库勒斯库（以下简称马库）指出：“我们参加
世锦赛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游泳运动和我们选
手的魅力。很遗憾出现了这样的抗议举动。”

国际泳联在颁奖仪式出现抗议后及时对
澳大利亚泳协、霍顿、斯科特和孙杨进行了警
告。同时，国际泳联致信各会员游泳协会，第
一时间增补了一条运动员行为准则新规：“运
动员应该积极参与赛事期间的所有活动，包括
且不限于颁奖典礼、新闻发布会等。”

“我们已经和各会员泳协以及运动员商
讨，相信类似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我们是伟
大的游泳大家庭。”马库说。

对于兴奋剂，马库表示国际泳联的态度始
终是“零容忍”，但他指出部分选手对没有证据
和裁决的事情纠缠不休，才是对游泳运动的最
大伤害。

“在打击兴奋剂方面，国际泳联堪称各世
界单项运动协会的领军先锋，我们每年要花费
300万美元进行赛外飞行检查。当然总会有
个别事件发生，但是国际泳联始终态度鲜明，
反对兴奋剂。”马库说。

澳大利亚选手沙·杰克被曝出世锦赛前夕
兴奋剂检测呈阳性，马库表示不会在最终调查
结果公布前进行评论。“她不是本次世锦赛中
因为药检不过关而未能参赛的唯一选手，还有
其他两位运动员没有通过检测。任何事情都
要用证据说话。”

对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即将举行孙杨听
证会，马库表示：“我知道很多人对此有疑义，
但是一切要等听证会之后才能说，我不能在没
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判定一个人是不是违规。
这不公平。” 据新华社

贾平凹回顾：
“一直在摸索怎样能把书写得更

好一些”

首先，贾平凹说这次29届书博会在西安举
办，自己很高兴，来到以自己为主角的活动现场，

“看到比较拥挤，声音有些杂乱，天又特别热，还
来了这么多人，我很感动。谢谢出版社，谢谢大
家，这么热的天来。”

贾平凹回顾了自己的创作：“从新时期文学
一开始，我就进入到里面了。现在回想起来，也
40多年了。40多年，和时代、社会基本是一块儿
往前走。社会上发生的事，基本在我的作品里面
都能得到反映。实际上我的作品，都是现实题材
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比较难写一些，但我一直在
摸索怎样能把书写得更好一些。”

四十年笔耕不辍，贾平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
创作力。《古炉》《带灯》《老生》销售量都超过40万
册，《极花》《贾平凹散文》及精选版销量都达20万
册，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后获得了巨大的
社会反响，取得超过10万册的销量。

贾平凹感慨道，自己写作几十年走过来，确

实不容易，“这其中受的不管是掌声、
骂声，表扬还是批评，我也都感受了，
这几十年风风雨雨就这么过来了。我
觉得还是坚持做自己，和这个时代、社
会要融合起来。我经常讲一句话，面
对生活要有机警之心，面对生活平平
淡淡的东西，不能和社会放弃联系。
社会有它的形象感，同时要保有对城
市的寂寞感，要不然你写的就不像你
写的。”

岁月不饶人。贾平凹也坦言，随
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精力慢慢不行了，

“也不能熬夜了，现在就越写越慢。但
是我觉得，还是有东西要写。我觉得

明年我可能会出一本关于城市方
面的小说，现在正在写第四稿，也
挺难的，等到出来以后再和读者
交流。”

老编辑透露：
贾老师写《带灯》的时

候写坏了300支笔

熟悉贾平凹文学的人知道，商
州是他笔下的重要文学地点。“说
到商州，商洛基本是我的老家。从
1980年左右，我就开始回老家进行
采风。后来就是一直站在家乡的

地方看中国。离开家乡到西安，站
在西安的角度看家乡看得更清楚一
些。然后回到家乡，反过头来看中
国的情况，看世界的情况，就了解得
更清楚一些。这可算我独特的视角
吧。”

与贾平凹合作20年之久的责
任编辑、《当代》主编孔令燕透露，贾
平凹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用笔写
作，每一部稿件都是先在笔记本上
写草稿，在稿纸上一遍一遍抄写、修
改，像《古炉》，67万字，他整整改了
三遍，抄写了三遍。《带灯》好像将近
五遍，都是用笔在写，写《带灯》的时
候写坏了300支笔。

多年来，贾平凹与人文社和《当
代》杂志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自
2011年起，更是连续在人文社出版
《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山本》
等多本原创长篇小说。活动现场，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宣布授
予贾平凹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荣
誉作家”奖牌，以表达感谢。这也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授予的首位“荣誉
作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西安摄影报道

曾经选择过原谅
如今终究还是分了

近年来，封面新闻记者曾多次分
别采访过文章和马伊利，文章也曾应邀
参加过华西都市报的文化活动。去年，
马伊利来成都出席女性电影节，封面新
闻记者还对她进行过面对面采访。28
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电话向文章经纪
人求证，电话通了，一直没有人接。

随后，记者又向文章的中戏同学
求证，获得了独家证实：文章与马伊琍
确实离婚了，而且他们已经离了有一
段时间。只是两人特别选择了今天
（28日星期天）下午来宣布离婚消息。

2014年，婚后一直甜蜜对外的二
人曾遭遇文章与姚笛的出轨风波，当
时马伊琍选择了原谅丈夫，其回应文
章的一句“且行且珍惜”也曾一度成为
网络热门用语。出轨风波渐渐平息
后，文章遭遇事业危机，先是转型导演
拍摄了电视剧《剃刀边缘》和电影《陆
垚知马俐》，而后又参演了院线电影
《胖子行动队》。而马伊琍则凭借《我
的前半生》成为白玉兰“视后”，迎来事
业巅峰。然而在双方均迎来了新阶段
时，他们却选择了分开。

分手文案有来头
出自敦煌出土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这则明星离婚的
消息迅速成网络热搜，尤其是“一别两
宽”“各生欢喜”的分手语也瞬间成为
网友纷纷热议的话题。事实上，此番
两人的官宣文案“一别两宽”“各生欢
喜”来源于敦煌出土文物“放妻协
议”。大意是丈夫说：如果我们结合在
一起是错误，不如痛快地分手来得超
脱，希望你重整山河再攀高枝，也胜过
两人看不顺眼互相挤兑。

这份出土文物的原内容是：“凡为
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
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
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
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
后，重梳婵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
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
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这份“放妻协议”给后人展示了历
史上真实的一幕：妇女地位极高，夫妻
之间提倡“好合好散”。当然，对文章
马伊琍二人来说，曾经的“且行且珍
惜”演变成如今的“一别两宽，各生欢
喜”，终究是爱已成往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恩湖 李雨心

7月28日，在韩国光州举行
的2019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
赛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中，中国选手叶诗文以4分32秒
07获得银牌，为中国队本届世锦
赛收官增色不少，这也是小叶子
本届比赛获得的第二块银牌。夺
得冠军的是匈牙利选手霍苏，成
绩是4分30秒39。

当天，2019国际泳联世界游

泳锦标赛决出了最后8项冠军。
德国选手维尔布洛克以14分36
秒54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
军。南非选手瓦德尔24秒43获
得男子50米仰泳冠军，中国选手
徐嘉余获得第六名。美国选手莉
莉金以29秒84获得女子50米蛙
泳冠军，美国选手曼努埃尔24秒
05获得女子50米自由泳冠军。
日本选手濑户大也以4分08秒95

获得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
军。

在最后两个集体项目中，英
国队以3分28秒10获得男子4×
100米个人混合泳接力冠军，杀
进决赛的中国队获得第七名。美
国队以3分50秒40获得女子4×
100米个人混合泳接力冠军，并
打破世界纪录，中国队获得第五
名。 综合新华社、央视等

澳大利亚涉药游泳女选手
沙·杰克28日通过社交媒体公
布，她在此前的赛外兴奋剂检

查中的A瓶和B瓶样本检测结
果均呈阳性，被查出服用的是
一种据报道能促进肌肉生长的

违禁药物。
对此进行报道的澳大利亚主

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称，这种
禁药（名为Ligandrol）具有增加
肌肉质量和骨密度的作用，同时
能避免使用类固醇所带来的副作
用。澳大利亚体育反兴奋剂机构
（ASADA）在去年发现这类药物
在运动员中的使用呈增长趋势。

20岁的杰克曾在去年的英
联邦运动会上与队友打破了女子
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世界纪
录，获得金牌。她被视作澳泳坛
的希望之星。杰克表示，她完全
不知情自己为何会与禁药产生联
系，将会为自己的名誉继续斗
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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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药女”AB瓶都呈阳性

禁药成分公布
可增肌肉质量

最后一日8金瓜分完毕

叶诗文夺银
中国队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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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泳联为光州世锦赛“打总结”
反兴奋剂“要用证据说话”

|游泳世锦赛 |

著名作家贾平凹分享40年心路历程

“不管是掌声、骂声，我都感受了”
7月末的古城西安，骄阳似火，于7月27日

开幕的第2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业内称为
全国书市）现场也气氛火爆，尤其是著名作家
贾平凹出现在书展上，更引来读者围了个水泄
不通。

27日上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贾
平凹：从商州走向世界”文学对谈活动上，贾平
凹回顾了自己的文学历程，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感受，还透露了下一步即将出版的新作题材。

贾平凹（左）被授予“荣誉作家”称号。

他们终究“离”了
姚笛难逃“躺枪”
7月28日下午，文章、马伊琍先后

通过个人微博宣布离婚，立即引起网
上一片热议。但令人吃惊的是，文章
马伊利离婚，却有网友突然想起了姚
笛，他们将过错归咎于姚笛身上，争相
跑到姚笛的微博留言声讨。“他离了！”

“你们在一起吧！”“你：你毁了一个家
庭了！”

姚笛的微博评论区成了一些网友
发泄不满的地方，各种议论炸开了
锅。在姚笛发表的几条微博评论区，
几乎都是网友对她曾经“插足”文章和
马伊琍的婚姻进行谩骂。据了解，姚
迪目前已经有男朋友了，但却因文章
和马伊利宣布离婚躺枪挨骂。

2013年，马伊琍怀二胎时，文章
被曝出轨女演员姚笛。2014年3月31
日，文章公开发声明诚恳道歉，称“咎
由自取”，承认与姚笛的婚外情，并表
示“辜负了家庭，辜负了丈夫和父亲的
称呼”。当时，马伊琍也在同一时间发
微博回应，“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
且珍惜”。

2017年，姚笛公开发文承认自己
已经有了新恋情，还晒出一张收到大
捧鲜花的照片，显示姚笛已经接受男
友的求婚，开始新的人生。但没有想
到，文章和马伊利离婚，却再次让她躺
枪挨骂，一些网友纷纷跑去声讨她。

不过，也有网友为姚笛挨骂打抱
不平。一位网友表示，多少年前的事
了，能不能不要用网络暴力来伤害任
何人。把一些事情无谓地放大，真的
很没有意思，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
都不容易，有时间多关心关心自己的
生活，骂别人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文章马伊琍
“官宣”分手
封面新闻记者获独家证实：
二人离婚已有一段时间

7月28日下午，文章、马伊琍先后
发文宣布正式离婚，文章在个人微博
发文：“同行半路，一别两宽，余生漫
漫，依然亲情守候。”几乎与此同时，马
伊琍也在个人微博发文：“此情有憾，
然无对错。往后，各生欢喜。”至此，两
人11年婚姻走向尽头。巧合的是，被
称为“中国情人节”的七夕节即将来
临，此时的“劳燕分飞”实在令人唏嘘。

当爱已成往事，曾经撒下的狗粮
都“变质”了。

叶诗文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银牌。图为叶诗文在比赛中。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