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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10月8日，在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
问：“中国央视现在决定取消转播
NBA的节目，我也看到了NBA方
面对此进行了回应。中方是否在
利用其影响，来妨碍言论自由呢？”

对此，耿爽明确回应：“中国
驻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就休斯敦火
箭俱乐部有关人士的错误言论向
对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篮球
协会以及休斯敦火箭队的中方合
作伙伴都相继发表了声明，中方
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了，我建议

你去关注一下普通中国民众对此
事的反应和他们的态度。跟中方
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
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

当天晚些时候，NBA总裁亚
当·肖华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记者
会上称，央视暂停NBA转播令人
遗憾。他还称，由休斯敦火箭队
总经理莫雷引发的风波不会很快
平息，不过他也强调依旧支持
NBA成员的言论自由。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环球时报等

四川三大年画亮相成博
来现场感受非遗界的“锦鲤”

年画曾是百姓的精神食粮，是
他们心中与传统节日一脉相承的文
化符号与装饰艺术。岁首之前，买
张年画贴在各处，家里顿时有了过
节的气氛。

“巧手夺天工——传统工艺的
现代新生”正在成都博物馆三层临
展厅开放，其中绵竹、夹江、梁平三
地的木版年画，向我们展示了不同
的年画故事、相同的文化内涵。

梁平木版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徐家辉。

夹江木版年画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张荣强。

代表中国内地参评奥斯卡

《哪吒》要“冲奥”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以下简称影艺学院）7日宣布，将
有93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影片参加第92届奥斯卡奖最佳
国际电影评选（以前名称为奥斯
卡最佳外语片），动画片《哪吒之
魔童降世》将代表中国内地参
评。第92届奥斯卡奖将于明年2
月9日在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颁
奖礼。

根据影艺学院的声明，四川
导演饺子执导的动画片《哪吒之
魔童降世》将代表中国内地参评，
该片的内地票房超过49亿元人
民币。中国香港选送了动作片
《扫毒2天地对决》参评，中国台
湾则选送了爱情喜剧片《谁先爱
上他的》参加评选。

三部华语电影将与韩国影片
《寄生虫》、西班牙影片《痛苦与荣
耀》、日本影片《天气之子》、英国
影片《驭风男孩》、挪威影片《外出
偷马》等激烈角逐。

影艺学院在今年4月将此前
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更名为
最佳国际电影奖，以更好地体现
这个奖项的国际代表性。此前，
该奖项参评影片数量最多的是
2017年的 92部。加纳、尼日利
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今年首次有
影片参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国足明天主场战关岛
武磊成锋线唯一变量

10月 10日晚8：00，中国男
足国家队将迎来世预赛亚洲区
40强赛的第二场比赛，坐镇广州
主场对阵关岛队，这是国足本次
世预赛的第一个主场。近期，国
足一直在广州天河体育场的外场
进行此次集训期间的训练。

关于球队用什么阵容去比
赛，里皮在过去两期集训时都没
有回避记者，这一次也不例外。
按照昨天的训练来看，获得象征
主力黄背心的球员分别是：李
帅、朱辰杰、张琳芃、王刚、池忠
国、吴曦、蒿俊闵、张稀哲、杨旭
和艾克森，这样的人员安排和此
前一天的训练一模一样。几乎
可以肯定，这些人就是国足同关
岛队比赛的主力阵容框架。

目前最大的变量，可能来自
锋线，之前左边锋的位置一直是
武磊，在武磊回归之前，这个位
置一直安排的是张稀哲。7 日
晚，有球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拍到武磊现身，据了解，武磊将
在家中休整一晚后，于8日启程
前往广州，到国家队报到。

在上周末，武磊跟随西班牙
人先后参加了欧联杯和西甲联赛
的比赛。他在欧联杯上打进首开
记录的进球，成为了历史上第一
个在欧战正赛进球的中国男足球
员，随后又和球队前往马略卡参
加西甲联赛，不过最终客场0：2
不敌对手，武磊打满了全场。

考虑到武磊刚刚归来，还需
要适应时差、恢复身体状况，所以
与关岛队的比赛是否需要他来踢
还是未知。当然了，武磊目前的
比赛状态还是不错的，随时都可
以代表国足比赛，里皮需要权衡
的是，是否让武磊多休息一下。

另据悉，比赛将由黎巴嫩国
际裁判阿里·里达执哨，黎巴嫩的
哈桑·坎苏和拉比·奥迈拉特担任
助理裁判，来自澳大利亚的肖恩·
埃文斯为第四官员。

综合

电影《中国女排》拍摄花絮起风波

惠若琪被打马赛克
天津体育致歉
10月7日下午4点47分，天

津市体育局官方微博@天津体育
发布了电影《中国女排》的一些花
絮照片，其中第二张照片引起了
一些网友的不满和愤慨：演员巩
俐在照片的正中间，而唯独站在
巩俐左边第三位的惠若琪，从头
到脚被打上了马赛克。

10月8日中午12点02分，@
天津体育 发出致歉声明，称在审
核中未能发现原文所配的图片以
马赛克遮挡惠若琪，已对相关责
任人追究责任。

天津市体育局在官微中表
示：“10月7日16：47，@天津体
育 转发了题为【《中国女排》裁判
泄密！巩俐版郎平正面照流出，
原班人马都来了】的博文，在审核
中未能发现原文所配的图片以
马赛克遮挡惠若琪女士，因我
们工作失误造成不良影响。在
此，郑重向惠若琪女士，以及球
迷朋友们致歉！针对此次失
误，我们已对相关责任人追究
责任，并将对微博账号管理运
行工作进行整改，加强对图片和
稿件的审核力度，确保不再出现
类似问题。”

据《现代快报》

让你“摸雷”
暂停NBA转播！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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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休斯敦火箭队总经
理莫雷发表涉港不当言论
事件继续发酵。10 月 7
日，NBA总裁亚当·肖华公
开表示，NBA“支持莫雷行
使他的言论自由”，并表示
联盟“向中国的粉丝道歉
与支持某人发表带有观点
的言论并不矛盾”。

8日，中国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发布
声明，立即暂停NBA赛事转
播安排并立即排查涉及
NBA的一切合作交流。腾
讯体育也发布公告，从即
日起暂停NBA季前赛（中国
赛）的转播安排。

在此之前，从中国篮
协到中国赞助商、从中国
媒体到中国球迷，以及众
多原本要参与NBA相关活
动的中国艺人，都以不同
方式表达了对莫雷言论的
不满和抗议。

据环球时报报道，正在日本
参加活动的NBA总裁亚当·肖华
7日在面对媒体时称，“作为一家
基于价值观的组织，我要明确表
示，支持莫雷的方面是，让他能够
行使他的言论自由。”对亚当·肖
华这种被网友斥为“典型双标”的
说辞，拥有NBA转播权的国内有
关方面迅速作出反应。

央视体育发布声明：“我们注
意到正在日本参加活动的NBA
总裁亚当·肖华回应休斯敦火箭
队总经理莫雷发表涉港不当言论
一事。对亚当·肖华声称支持莫
雷自由表达权利的说辞，我们予
以强烈不满和反对。我们认为，
任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
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为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

育频道决定，立即暂停NBA季前
赛（中国赛）目前的转播安排，立
即排查涉及NBA的一切合作交
流。”

腾讯体育的公告称，决定为
2019年9月7日之后开通火箭球
队特权包，且还未更改球队包选
择的用户进行退款。事实上，腾
讯体育在6日事件刚刚发生不久，
便曾迅速做出反应，表示暂停火
箭队的比赛直播与资讯报道，购
买了火箭队特权包的用户可选择
更换球队。据悉，腾讯堪称NBA
美国以外的最大合作伙伴，曾于
2015年以5亿美元买下NBA的5
年独家数字媒体转播权，今年，腾
讯又与NBA续约，以15亿美元购
得NBA从2020年到2025年独家
数字媒体转播权。

比赛直播先停掉
央视腾讯都选择“不合作”

外交部明确表态
不了解中国民意“行不通”

NBA总裁
亚当·肖华“支
持”火箭队总
经理莫雷，那
你们就好自为
之吧。

年画《扬鞭》。

绵竹木版年画
历经百年绘出“江湖地位”

绵竹年画始于宋代盛于明清，和
中国其它年画一样，绵竹年画首先要
雕刻线版，但是线版在绵竹年画中只
起轮廓作用，其余全靠人工彩绘，从
不套色制作。经过不同年画艺人的
手笔，年画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这是
绵竹年画区别于其它年画的主要特
点之一，也是绵竹年画的绝妙之处。

“填水脚”是绵竹年画中最具代
表性的一种表现方法。相传，以前
每逢春节，画工们做完作坊的活
路，便利用残纸剩色，草草涂抹几
对门神，拿到市场换些小钱，好回
家过年，谁料这无意之举却将绵竹
年画高超的画技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来，“填水脚”反倒成了绵竹年
画特有的名品。

如今，绵竹年画与夹江年画、梁
平年画并称为“四川三大年画”；绵竹
年画与江苏桃花坞年画、天津杨柳青
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并称为

“中国四大年画”。1993年，绵竹市被
命名为“中国年画之乡”。

夹江木版年画
众里寻他千百度

四川夹江是著名的“书画纸之
乡”，夹江年画所用的竹纸柔软细腻、
浸润保墨，其本身也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因此一张夹江年画便包括
纸、画两项非遗。

夹江年画采用木版套印技法，由
年画艺人手绘画稿，然后将画稿贴在
木板上，由刻工雕出印版，由浅到深
逐步套印，然而目前存世的传统老雕
版却难得一见。

为了保存最原汁原味的夹江年
画，传承人张荣强付出了满腔热情。
明清时期，年画曾作为重要的外贸商
品，因此张荣强想到通过各种渠道寻
找传统夹江年画，并尝试自己将找得
到图案进行雕版复原。

在考察、探寻的过程中，张荣强
得到了无数人的支持和帮助，就连著

名学者冯骥才也曾为他的执著所感
动，更因他所复制的年画色泽已十分
接近传统夹江年画的用色而赞叹不
已，最终决定将自己在波兰华沙国家
博物馆中看到的夹江木版年画资料
提供给他。张荣强则根据这些资料
一个版一个版地进行复刻，其中就包
括本次展览中的《元亨利贞》《陈姑赶
潘》等作品。

《元亨利贞》出自易经的乾卦，有
“一元复始、通达天地、大利天下、守
一执一”等吉祥之意，而《陈姑赶潘》
则讲述了川剧《秋江》中的经典片
段。这些作品，生动地体现了传统意
趣和审美。

梁平木版年画
极致传统也是一种时尚

徐家辉所在的徐氏家族当年是
梁平年画的出产大户。早在 1776
年，徐氏家族就创立了“信力足”年画
名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徐氏
先辈又先后创立了“德合泰”“和盛
友”“信立号”等众多年画名号。如
今，年过50岁的徐家辉是梁平木版
年画第六代传人，也是梁平木版年画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看似简单的年画，其制作工艺却
非常考究——梁平年画使用的纸是
本地生产的白竹手工纸，又名“二元
纸”。制作年画前，“二元纸”还需进
行二次加工，先将纸蒸2小时，退去纸
的脆裂性和缩水性，再刷上矾水，将
观音土研磨、调浆沉淀晾晒成细粉
末，均匀涂于纸面上，晾挂阴干。这
样加工后的“二元纸”才能既保证纸
质原本的颜色和质感，又可以防止颜
料渗透，更加经久耐用。除了纸张，
梁平年画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开脸”，也就是在脸颊两侧“点腮
红”。年画艺人用拇指涂抹颜料，在
人物脸庞“随意”一抹，使得人物形象
更为生动。

勾、刻、印、画……一张梁平年画
的制作虽然耗时漫长，但只有秉承传
统年画的制作技法，才能做出浓艳厚
重、色泽不褪的年画。守得云开见月
明，徐家辉说，他只想好好继承祖辈
留下的这些老手艺，没想过再创新。
极致传统或许也能成为当下时尚。

年画反映了民族的传统观念和
美好期盼，饱含着民族的记忆与信
仰。在传承人手中，每一幅手工年画
都充满灵性、满怀祝福与吉祥。“让年
画重回当下生活”也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回归的期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