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8日，ATP成都网球公开赛进
行了男单半决赛的两场较量，哈萨克斯
坦小将布勃利克和西班牙选手布斯塔
分别击败各自对手会师决赛，将在今天
争夺本次成网公开赛的男单冠军。

黑马之争
布勃利克胜出

半决赛第一场，堪称今年成网男单
的黑马之争，由布勃利克对阵本届赛会
幸运落败者——南非人哈里斯。最终，
布勃利克以7：6、6：4赢得比赛，晋级决
赛。

两位选手都是有名的“发球大
炮”。第一盘一上来，布勃利克延续了
出色的状态，在自己的发球局频频轰出
Ace球。相反，哈里斯一直没有进入状
态，一发成功率较低。随着比赛的进
行，布勃利克终于在哈里斯的发球局找
到机会，打出好几记漂亮的反击穿越
球，破发成功。但到布勃利克的发球胜
盘局时，风云突变，布勃利克的两次发
球双误让哈里斯抓住机会，回破成功。
双方进入抢七后，几乎成了发球质量的
比拼。戏剧性的是，在盘点上布勃利克
鹰眼挑战成功，拿下第一盘。

第二盘，双方争夺进入白热化，在
前几局相互保发。到了哈里斯非保不
可的发球局时，南非人似乎出现了一些
波动。15：40送出两个赛点。尽管哈里
斯竭尽全力挽救了两个，但布勃利克还
是把握住了又一个赛点，2：0拿下比赛。

频频失误
8号种子出局

半决赛第二场，由仅存的种子选

手、加拿大左手将沙波瓦洛夫对阵西班
牙选手布斯塔。最终，布斯塔以每局一
次的破发，6：3、6：4战胜了8号种子沙波
瓦洛夫。

沙波瓦洛夫作为四强里仅存的种
子选手，在现场显然拥有更多的迷弟迷
妹。然而对手布斯塔也是一位打法强
硬、遇强愈强的高手。第一盘一上来，
布斯塔强悍的底线进攻就很有威胁。
在沙波瓦洛夫第三个发球局时，沙波的
失误明显增多，布斯塔抓住了仅出现一
次的破发点拿下此局，并成功以6：3拿
下第一盘。

第二盘和第一盘如出一辙。双方
在前几局相互保发，但在比赛中段，沙
波瓦洛夫在自己的发球局非受迫性失
误增多，布斯塔又是把握住了第一个破
发点就实现了破发。虽然在现场支持
者的助威下，沙波瓦诺夫在比赛末段竭
尽全力反扑，奈何在布斯塔的发球局，

沙波瓦洛夫很难抵挡布斯塔的前“三板
斧”。最终，布斯塔以6：4拿下第二盘，
赢得比赛。

本场比赛，沙波瓦洛夫出色的左手
发球轰出了13记ACE，但在非受迫性失
误方面，他有些着急，出现多次失误。
赛后，获胜的布斯塔认为这是一场势均
力敌的较量，只不过在关键分上，他更
加专注也更加耐心。

今天，“发球大炮”布斯塔将和“黑
马”布勃利克狭路相逢，决出本次成网
公开赛的男单冠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汤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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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亮的HIP-HOP音乐，炫酷的
街头造型，伴随着现场一众大男孩
的阵阵欢呼，街球达人鲁峰秀出一
个个花式篮球动作，引得周围路人
纷纷围观。

28日下午，重庆解放碑英利大
融城1L，一场以“住蛋壳 GO出众”
为主题的互动活动点燃了秋日山城
的周末氛围。据了解，这是由蛋壳
公寓发起，联合微博、虎扑、新氧等
共同打造的大型品牌活动现场，旨
在通过全网发起挑战赛，鼓励年轻
人勇敢秀出自己，传递青春正能量。

街球达人“鲁大湿”精彩炫技
风格迥异主题房
带给路人装修灵感

据介绍，“出众达人”挑战赛于9
月16日启动，由高人气年轻偶像陆
思恒作为“蛋壳出众先生”，通过
vlog的形式秀出热舞，邀请全网粉
丝一起参与，勇敢秀出自己。该阶
段在新浪微博、虎扑同时开设两大
赛道。微博赛道，按相关要求发布
原创vlog参加；虎扑赛道，发布原创

创意投篮视频参与。经过一周的激
烈角逐后，微博赛道一位表演花式
后空翻的网友以12536的点赞数摘
得桂冠。虎扑赛道，则被知名街球
达人“鲁大湿”以一段炫酷上篮表演
拔得头筹。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本次线
下“出众主题房”分为两个场馆。分
别是以篮球为主题的“男生房”和梦
幻主题的“女生房”。“鲁大湿”的到

来，让“男生房”人气倍增。“男生房”
的弹跳灌篮机和投篮机，也吸引了
众多青年和小孩参与。

而紧挨在另一边的“女生房”，
人气也毫不逊色。“每一次蹬踏都会
唤醒棉花糖的甜美与温柔”，“女生
房”的粉色制糖脚踏车前排起了长
队。脚踏车对面梦幻的异想主题墙
也成为闺蜜、情侣互动拍照打卡
点。重庆女孩小文和闺蜜共同制作

了一个紫色棉花糖，她告诉记者，房
间的布置风格和这个棉花糖机“简
直少女心爆棚”，并带给她新房装修
灵感。

蛋壳公寓工作人员介绍，“本次
线下活动的现场布置都是以蛋壳公
寓房间装修风格为原型，用我们的
专业为直男与仙女还原理想家的N
种想象。”

“出众女神”挑战赛即将登场
线下活动

10月13日将落地西安
据悉，“住蛋壳 GO出众”达人

挑战活动是由蛋壳公寓发起，联合
多品牌打造的主题品牌活动，蛋壳
公寓方面称，他们就是希望借助活
动鼓励正能量、传递正能量、释放
正能量，让有梦的人放肆拼搏、勇
敢来秀。

此外，线下活动继昨日落地重
庆后，还将于10月13日落地西安，届
时仍会有出众达人空降现场，跟大
家一起精彩互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映雪

街球达人“鲁大湿”亮相重庆

“住蛋壳GO出众”秀出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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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ATP250成都公开赛

这盘雄起了！
成都兴城冲甲成功

四川又添一支中甲球队

9月28日，在2019赛季中乙
联赛常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成
都兴城客场2：0击败云南昆陆，
以20胜7平3负积67分的成绩，
获得中乙南区第一名，冲甲成
功。2018年 3月才成立的成都
兴城足球俱乐部仅用一年半的时
间，就完成了从中冠到中乙再到
中甲的“两级跳”。更让四川球迷
欣喜的是，如果四川尖庄保级成
功，下赛季的中国足球甲级联赛
赛场上，将历史性第一次出现“四
川德比”。

本赛季成都兴城冲甲过程颇
为曲折，赛季初由于主场草皮不
过关，未通过足协审查，兴城不得
不与其他球队协商，将主场比赛
延后或者主客对调。因此，在连
续打了五个客场、在外漂泊了一
个多月以后，兴城才在龙泉专用
足球场迎来了主场首秀。回到主
场后，兴城一扫赛季初难求一胜
的疲态，开启连胜模式，在主场十
连胜之后顺利登顶中乙南区榜
首。

在赛季后半段，苏州东吴一
直紧咬不放，甚至一度压过兴城
领跑排行榜。上周末倒数第二
轮，成都兴城在榜首大战中3：1
拿下苏州东吴，凭借双方胜负关
系排名反超对手，升至南区第一，
取得了直升中甲的主动权。

28日下午3时，成都兴城在
曲靖客场对阵中乙南区垫底且已
经降级的云南昆陆。比赛中，唐
淼、曹添堡分别建功，成都兴城最
终以2：0获胜。虽然同一时间比
赛的苏州东吴5：2战胜浙江义乌
商城，但是成足凭借双方胜负关
系排名超越苏州东吴，稳居南区
第一，直接获得进军下赛季中甲
联赛资格。

目前，已在中甲征战了一年
的四川尖庄保级在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黑马碰上“大炮”
男单冠军谁属？

布勃利克和布斯塔会师决赛今争冠 蒲江县开展巡察反馈
确保巡察问题整改落实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
巡察工作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方
式，高质量的巡察反馈整改是“排
毒祛病”、“强身健体”的发展机
遇。近日，蒲江县委对省委巡视
蒲江县上下联动巡察的三个县级
部门（单位）进行了联动巡察情况
反馈，对整改工作提出要求，督促
被巡察党组织抓好整改，确保改
彻底、改到位。

反馈意见是“真枪实弹”。县
委巡察组长向被巡察党组织反馈
巡察情况，亮出“问题清单”，个别
突出问题点人点事。“班子成员民
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内容连续
5年雷同”等反馈问题让人红脸
出汗，更能唤醒“迷途人”的党规
党纪意识。

反馈效果醍醐灌顶。“想不到
单位问题这么多、这么严重，我们
一直都没注意。”会后，参会人员
普遍反映接受了一次震撼人心的
思想政治洗礼。“这场反馈会，让
我们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
题，接下来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扎
实做好整改工作，诠释对党绝对
忠诚。”被巡察党组织书记当众表
态，态度坚决。

“要把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
及个人的突出问题点出来，让巡
察震慑从巡察反馈开始。”县委巡
察办负责同志说。

蒲江县高度重视巡视巡察工
作，始终坚持发现问题和整改落
实并重，强调做好巡察“后半篇文
章”。下一步，蒲江将继续加强巡
察工作统筹谋划，提升巡察工作
科学化水平，增强巡察整改实效，
不断开创蒲江全面从严治党的新
局面。

赶场、美食、坝坝茶……

国庆假期
去“东门市井”打卡吧

灰砖青瓦的川西民居，传统而古
老的拼接式门板，青石板铺设的路面
……微醺暖秋，在这个舒适的日子里，
躺在竹椅上，品一品三花茶，待上一
天，这就是老成都人闲适的一天。

9月28日，老成都市井生活体验
街区“东门市井”正式与市民见面。作
为成都新晋的网红打卡地，说到“东门
市井”，就不能不提到故居在此的文学
巨匠——李劼人。

李劼人，原名李家祥，中国现代具
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曾担任
成都市副市长。其以《大波》三部曲为
代表的文学作品，生动而有趣地展现
了清末民初时期老成都的生活场景。

“东门市井”比邻李劼人故居而建，
通过公馆建筑群、下沉集市广场、老式
茶铺、凉亭水榭等生动再现了老成都热
闹的市井生活，于喧嚣的城市中独寻一
份老成都特有的烟火味，将“老成都、蜀
都味、国际范”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李劼人家国情怀》主题沙龙环
节，资深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回
忆了他与李劼人先生的一段往事。

“1961年，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想
要借一本书，而这本书据我所知，全成
都只有两本，其中一本的收藏者明确
表示概不出借，另外一本则在李劼人
先生手中。”袁庭栋说，当时他在老师
的帮助下向李劼人求助，李劼人立刻
同意了。“当时李劼人的书已经出借，
为了收回这本书，他还专门写了一封
信。”袁庭栋说，后来，这封信收录进
《李劼人晚年书信集》。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近60年了，
在袁庭栋看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李
劼人文化，更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互
动，让李劼人故居迎来更多的参观者，
达到实际的文化传承效果。这也是老
成都市井生活体验街区“东门市井”文
化核心之所在。

记者了解到，十一国庆节期间，
“东门市井”除了可以吃喝耍观游，市
民还可以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体验
传统民俗活动。这一系列的活动将给

“东门市井”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让
更多人感受老成都传统文化的魅力。
热爱成都文化的游客们，快去“东门市
井”打卡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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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片占比36.1%，预售票房破亿，将
于9月30日上映的《攀登者》未映先火。

由徐克、曾佩珊监制，李仁港编剧兼
导演，阿来编剧，“三帝一后”的国民免检
阵容组建最强“攀登者联盟”。作为中国
第一部登山题材电影，《攀登者》演绎了中
国登山队队员勇敢面对人生抉择与挑战
的攀登精神。

9月28日，导演李仁港，主演吴京、张
译、井柏然、王景春、何琳来蓉路演，分享
幕后故事。有观众提问吴京拍戏面临什
么挑战，井柏然调侃：你拍动作戏怎么会
困难，拍感情戏才困难。

史上最高海拔电影
为了真实再现中国登山英雄们勇登

珠峰的英雄事迹，电影《攀登者》剧组选
择在西藏实地取景拍摄。主演吴京、张
译冒着严寒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
营过夜，体验登山队员生活，并举行了堪
称“史上最高海拔”的电影关机仪式。

作为中国首部大制作登山题材电影，
影片监制徐克曾在首映礼上表示：“1960
年中国登山队作为第一批从北坡登上世
界最高峰的人，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攀登者
的精神。”

演员们在现场拍摄时，不仅要面对零
下几十度的严寒、狂风、雪崩等极端的自
然环境与天险，更要面对心理与生理双重
严峻挑战，以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毅力克服
一切险阻和困难，挑战不言而喻。

吴京透露，尽管平常身体素质过硬，
但他一到达珠峰就感冒，高原反应接踵而
至，每天大脑就像灌铅一样疼痛。相反，
平常运动量没有那么大的张译，却在珠
峰表现出顽强的身体素质。两人在现场

插科打诨，引发登峰该不该锻炼的话题
讨论。

和章子怡互相成全
《攀登者》超强的阵容可谓前所未见，

吴京、章子怡、王景春、成龙“三帝一后”同
台互飙演技不仅是影片的一大看点，同时
也是一部电影品质的重要保障，而如此强
大的主创团队也被影迷们誉为“国民免检
阵容”。

电影中，吴京与章子怡有段含蓄内敛
的感情戏份，在惊险刺激的登峰过程中温
情脉脉。无论是吴京成功登上珠峰归来，
一跃爬上工厂的废旧厂房表白，还是两人
并肩战斗，他难掩激动抱起章子怡喊“胖
妞”，都十分甜蜜，CP感十足。

吴京透露，他跟章子怡合作就爬山，
16年前拍《蜀山》，他刚出场，徐克导演就
让他亲吻章子怡，后来没成功。他笑言两
人之间的缘分，“不过16年之后，章子怡
终于又落入了我的魔掌。”

谈及与章子怡的合作，吴京赞不绝
口：“我们都在各自成长，她是公认的演技
派。这次特别幸运的是，在艰苦的条件
下，所有人都把自己原来的样子忘记了，
去感受角色。”在冰天雪地严酷环境里，他
真诚纯粹地享受了一次演技的较量，跟子
怡过招是“彼此成就”。

此外，他透露跟张译CP感也挺强。
两人有一场戏最得意：李国梁死的时候，
他俩意见出现分歧。其实那场戏完了之
后，导演故意不喊停，他们俩一直演下去，
演到导演的内存没了，“交这么一个哥们
是我非常开心的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洁 实习生胡双悦

未映先火
《攀登者》来蓉路演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预计2030年全国租赁人口将达2.7亿
人，对应的租金成交总额将达4.2万亿
元。随着“租售并举”政策提出，也标
志着我国房屋租赁“大时代”来临。
由于政策支持、市场发育及城市巨大
需求等利好，长租公寓行业表现出前
所未有的活力。

随着租房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
年轻人对租住体验要求的提高，传统
租住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其需求。作
为国内领先的互联网长租公寓运营
商，蛋壳公寓的房源，目前已经遍布
全国十三个一、二线城市，租客年龄
段九成在21-29岁之间。蛋壳公寓提
供的优质房源和品质服务，更契合年
轻人的租住需求。据了解，蛋壳公寓
的所有房屋均经过专业设计，实行统
一装修、家装方案高端定制及品牌家
电配置，并为租客提供租期内公共区
域优质保洁。

蛋壳公寓另一发力点是方便快

捷。“年轻人的生活节奏较快，因此我
们会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方作为蛋壳
房源聚集点。“蛋壳公寓工作人员表
示，生活方面，蛋壳公寓也同时为租
客提供专属管家、专业维修、极速
WIFI等多项生活服务。

据业内人士分析，当租房能够满
足年轻租客的基本需求后，社交又成
为新的需求。如何让年轻人枯燥的
租房生活变成有趣的群体生活？这
也是蛋壳公寓一直在思考和行动
的。除了前面提到的“住蛋壳 GO出
众”品牌活动外，蛋壳公寓还先后打
造了多款主题品牌活动，有帮助租客
释放精神压力的“演员de蛋生”话剧
表演课，以及关注单身租客情感生活
的“心动de信号”相亲活动等，满足了
青年群体在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
会融入、婚恋交友等各方面的需求，
都获得了较好反响。未来还会继续
组织更多此类针对租客的社交活动，
丰富年轻人的业余生活。

品质、便捷、有趣
长租公寓成为“90后“住房新潮流

延 |伸 |阅 |读

吴京：我和章子怡互相成就，和张译更有CP感

电影《攀登者》海报。

《攀登者》主演吴京（右）、张译亮相。

西班牙选手布斯塔。 哈萨克斯坦选手布勃利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