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A篮网老板蔡崇信：

身为炎黄子孙，
我必须发声

10月7日，阿里巴巴集团副董事长、
NBA中国董事会成员、布鲁克林篮网队
老板蔡崇信，就美国NBA休斯敦火箭队
总经理莫雷发表涉港不当言论，发表了
一篇致所有NBA球迷的公开信。

公开信中，蔡崇信提到，“作为
NBA30支球队其中一支的老板，也作为
一个在中国度过了我职业生涯大部分时
光的炎黄子孙，我必须发声。”

此外，蔡崇信阐释了为何中国球迷
对莫雷如此愤怒的原因：“支持中国领土
上发生的分离主义就是一个雷区。这不
仅仅是对中国政府如此，而且对所有中
国人民也是如此。”

蔡崇信表示：“学过历史的人会明
白，中国人对任何试图分裂中国领土的
企图，不管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都有沉重
的心理阴影，当出现分离主义运动的话
题时，因为外国侵占的历史，所以中国人
感到屈辱和愤怒。”

据了解，今年9月，蔡崇信全资收购
了布鲁克林篮网队，这也是他首度以篮
网老板的身份对外公开发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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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热闹
成博门前排了5个弯道

10月1日上午，不少市民在天府广场
观看了升旗仪式，就进入成都博物馆打卡
刚刚开展的新展。“巧手夺天工——传统
工艺的现代新生”以90余件精美绝伦的传
统工艺和现代艺术作品，刺激着人们的美
学细胞；“走进重华宫”特展则是乾隆潜邸

“重华宫”的国内首秀，神秘的皇室生活吸
引着众多观众一探究竟，更有小姐姐身着
古典服饰款款而来、翩翩起舞，为展览增
添一抹别样的亮色。

最高峰的时候，成博门口的长队排出
了长长的五个弯道，展厅里更是人头攒
动。

正在川博展出的“物·色——明代女
子的生活艺术展”，让观众从多个维度了
解明代女子的生活美学。本次展览首次
展出蛾蛾坟出土的明代服饰，展示了明代
的女子的生活艺术。61件（套）文物和8件

当代艺术家作品尽在展厅，不少观众穿着
汉服来看展，以当代人的视角穿越古今，
探索明代今朝的美好。

金沙“发现·中山国”展览选取了战国
中山国遗址出土的132组227件精品文物，
从起源、战争、都城、交流四个方面讲述中
山国从立国到强大再到繁荣的整个过程，
让观众流连忘返。

好玩
社教每天都有新花样

大人看展览，小孩玩社教，博物馆成
了共度亲子时光的乐园。十一期间，成都
各大博物馆配合临展策划了一系列与展
览相关的社教活动，邀请市民全家齐上
阵。

成都博物馆为广大青少年儿童安排
了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和皮影表演。从

“石犀的四季”DIY沙画创作，到“绚丽纸
皮影”“提线小马”等皮影、木偶制作体验，

从“成都街巷微模型”纸模型拼接制作到
可以亲自参与的皮影表演，在整个假期，
共有近2000人参与了不同类型的体验活
动，度过了既有趣又充满意义的假期。

10月2日下午，金沙志愿者精心筹备
的“致敬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拉
开帷幕。观众现场报名参与“巧绣国庆
包”“祖国我想对你说”“趣味木射”和“彩
绘”等项目，体验了起源于唐代的“古代版
保龄球”，还有30多位志愿者上演神秘“快
闪”活动，用古琴竹笛表演等方式向祖国
花式告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严重伤害中国球迷感情

4日，莫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
了涉港不当言论，引发轩然大波。随
即，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向火箭队提
出严正交涉，中国篮协也对此表示强
烈反对，CCTV5、腾讯、李宁等中国合
作方也相继暂停、中止了与火箭队的
合作。

美职篮联盟也迅速发声：“我们对
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的不当
言论感到极其失望，他无疑已经严重
地伤害了中国球迷的感情。莫雷现已
澄清他的言论不代表火箭队和NBA
的立场。在NBA的价值观下，人们可
对感兴趣的事情深入了解并分享自己
的看法。我们极其尊重中国的历史
与文化，希望体育和NBA作为一股团
结的正能量，继续为国际文化交流搭
建桥梁，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巴斯在
声明里表示。不过，有美国媒体报道
称，联盟并不会因言论而对莫雷进行
处罚。

““继继续狡辩续狡辩””
当事人至今仍未道歉

7日，当事人莫雷再次发表推文
称：“我无意通过自己的推特冒犯火箭
队粉丝和我在中国的朋友们。我只是
基于某种阐释，对一个复杂事件表达
某一种想法。自那条推特发出以后，
我有机会倾听和思考其他角度。”

他接着在第二条推文称：“我一直
赞赏中国粉丝和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我希望那些失望的人能明白，冒犯或
者误解并非我的本意。我的推特只代
表我本人，绝不代表火箭队或者
NBA。”

两条推文丝毫没有道歉意思，有
美国媒体报道，《莫雷的推文让其与
火箭队的关系悬而未决》，并爆料称，

“火箭队目前正在讨论莫雷的任职问
题，不排除找人替代他”。报道称，莫
雷发表推文之初并未想到会引发如
此大的抵制潮，“此事的溢出效应已
经远远超过了对莫雷本人及其职位
的讨论。”

““撇清撇清关系关系””
球队官方态度不明确

对于莫雷的言论，火箭队老板菲
尔蒂塔倒是紧急发布推文澄清，称莫
雷不代表火箭队。“听着，莫雷不能
代表休斯敦火箭队。我们来东京参
加比赛是为了更好地推广NBA全球
化，我们并不是政治组织。”菲尔蒂
塔表示。

调查显示，火箭队此前一直与中
国市场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中国球迷
第二喜欢的NBA球队，在姚明火箭队
生涯的中后期，莫雷成为球队的总经
理。他的不当言论也引发火箭队球迷
的强烈谴责。

在莫雷发布的其他推文下，已有
大量网友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态度。“原
则问题不容犯错”“要求火箭队解雇莫
雷”等等。

目前，莫雷与火箭队正在东京准
备日本季前赛，球队代表还未对此做
出任何回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宁宁

多哈田径世锦赛落幕
三金三银三铜

中国队列奖牌榜第四

为期10天的2019年多哈
田径世锦赛6日在哈里发体育
场落幕，中国队以3金3银3铜
列奖牌榜第四位，创26年来最
佳战绩。

6日是本届世锦赛的收官
日，共决出7个项目的金牌，中
国队没有选手参加当天的比
赛。最后一天的比赛竞争激
烈，创造了4个本赛季世界最
好成绩。

男子10000米进入最后一
圈时，乌干达选手切普特盖与
埃塞俄比亚选手科杰尔查对金
牌的争夺依然胶着，切普特盖
在最后100米甩开科杰尔查，
以26分48秒36夺冠的同时创
造了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科
杰尔查和肯尼亚选手罗·基普
鲁托分列第二、三位。

美国选手在跑道上展现强
大实力，阿里和哈里森分获女
子100米栏金、银牌。美国队
包揽男、女4×400米接力金
牌，同时创造本赛季世界最好
成绩——美国男队跑出2分56
秒69，女队成绩是3分18秒
92。

德国选手米汉博在第三跳
拿下7米30，创造本赛季世界
最好成绩，将女子跳远金牌收
入囊中。格林纳达选手皮特斯
以86米89的成绩在男子标枪
项目上称雄。肯尼亚名将切鲁
约特跑出3分29秒26，摘得男
子1500米金牌。

奖牌榜上，美国队以14金
11银4铜拔得头筹，肯尼亚队
以5金2银4铜排名第二，牙买
加队以3金5银4铜位列第三。
中国队斩获3金3银3铜，获得
第四名。

3金3银3铜是中国田径队
继1993年斯图加特世锦赛之
后创造的最佳战绩，9枚奖牌
也平了中国队参加世锦赛历史
上单届比赛奖牌数纪录。在
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上，中
国队获得1金7银1铜。

奖牌之外，谢震业创造历
史，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200
米决赛的中国队选手；中国男
子4X100米接力队刷新全国
纪录；男子撑杆跳高的黄博凯
等多名中国运动员在多哈赛场
上创造个人或赛季最好成绩。

共有来自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加
了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下
届赛事将于2021年在美国尤
金举行。 新华社

如今，逛博物馆，已成为越来越多市
民国庆期间必不可少的保留项目。尤其
是对成都而言，早在2017年，博物馆总
数量和非国有博物馆数量就都位居全国
城市第一位。成都这座拥有几千年历史
沉淀的城市，有上百家博物馆纪录历史、
保存现在、遥望未来，是当之无愧的“博
物馆之城”。

截至10月7日晚8点，据记者统计，
国庆黄金周7天，有超过125万人次观众
走进了成都各大博物馆看展。川博的明
代女子生活艺术展，成博的巧手夺天工
展，还有武侯祠的三国体育文物展、金沙
的读城展、草堂的盆景展和永陵博物馆
的六朝青瓷展，都开启了“人从众”模式。

国庆大假在成都逛博物馆

125万人次！
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重磅展览

火箭队是否解职莫雷？
中国球迷眼睛都盯着呢！

国庆档电影异常火爆
观影总人数首次破亿

总票房45亿！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
10月1日至10月7日国庆档的
累计票房约45亿元（包含服务
费），较去年国庆档19.08亿元
的总成绩大幅增长。其实，今
年国庆档前3天票房便已超过
2018年国庆档的成绩，并在10
月4日突破26.6亿元。

此外，据猫眼专业版数据
显示，10月6日16时，2019年的
国庆档观影总人次突破1亿，
这是国庆档历史上首次破亿，
同时也超越2017年及以前春
节档的总人次纪录。

毋庸置疑，2019年国庆档
取得的亮眼成绩离不开三部主
旋律电影的努力。灯塔专业版
数据显示，截至10月7日晚9点
半，国庆档票房前三的电影为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攀登者》，累计票房已分别达
到22.1亿元、19.6亿元和8.1亿
元（包括9月30日票房）。

值得一提的是，从10月5
日起，由刘伟强执导，张涵予、
袁泉、杜江、欧豪主演的《中国
机长》开始出现反超态势，单日
票房与排片占比悄然上升，目
前顺利取代《我和我的祖国》领
跑，10月7日，《中国机长》和
《我和我的祖国》的排片比分别
为37.7%和36.2%，实时票房前
者对后者也保持着1000万的
差距。

回顾往年的国庆档，2018
年的《无双》、2017年的《羞羞
的铁拳》、2015年的《夏洛特烦
恼》和 2014 年 的《心 花 路
放》……喜剧片、犯罪警匪片等
经典商业电影是票房的主力，
作为今年国庆档的“新面孔”，
主旋律电影博得了观众的喜
爱。

此外，今年的总体票房成
绩相较于去年也有了明显进
步，201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在
10月3日突破500亿元，比去年
提前了1天。而在今年13部全
国票房破10亿元的影片中，有
8部国产电影，已与去年票房
破10亿元的国产电影数量持
平，其中国庆档热映的《我和我
的祖国》《中国机长》两部影片
均在其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10月7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知情

人爆料表示，休斯敦火箭队已经开会

讨论是否解除俱乐部总经理莫雷的职

务。此前，莫雷公开发表涉港不当言

论，引发中国球迷强烈愤慨，火箭队也

因此被推到风口浪尖。

报道称，莫雷已经知晓火箭队谈

论是否解除其职务一事。美国职业篮

球联赛（NBA）或将就莫雷的不当言论

作出公开声明。早些时间，NBA首席

传播官迈克尔·巴斯发表声明，对莫雷

的言论感到“极其失望”。

莫雷不当言论引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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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成都的博物馆门前这种排长队的情况，十分普遍。

国庆期间到博物馆参观已成不少市
民的习惯性选择。

成都的众多博物馆，国庆期间都开
启了“人从众”模式。

国庆期间，博物馆互动活动吸引众
多市民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