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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吉隆坡 7 月 15 日电

离开赛场近一年的39岁菲律宾
传奇拳手帕奎奥15日强势归来，
他在与WBA次中量级拳王阿根
廷人马特西的“拳王之战”中获
判技术性击倒对手，获得胜利。

这场比赛是帕奎奥自去年 7
月意外输给澳大利亚人霍恩后
的首场比赛。重返赛场的他也
相当强势，除了凌厉的进攻以
外，他还在第 3、第 5和第 7回合
先后三次击倒对手。这也是帕
奎奥自 2009 年以来首次 KO 对
手获胜。

帕奎奥表示，对比赛结果也
相当意外，毕竟自己已经很久没
有击倒对手获胜了，而且马特西
也是一个有实力的对手。“这是
对我耐心和刻苦训练的回报。”
帕奎奥说。

帕奎奥还表示，从第一回合
结束就预感到自己可以拿下比
赛，比如从对手的动作和眼神，
而在后面的比赛中自己也比较
耐心，注重重拳和反击拳，而这
一策略也见效了。

马特西赛后说：“拳击场内
时有输赢，今天我输了，但是我
输给了一位传奇人物。”

当天有大批菲律宾观众入
场，为帕奎奥加油，比赛场地亚
通体育馆俨然成了帕奎奥的主
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到场
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起
观战。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帕
奎奥说赢下比赛让自己感觉年
轻，像27、28岁，他也表示自己有
信心继续在赛场上征战，但没有
透露下一个对手是谁。

世界杯期间，丹阳众多球迷
都是通过“家里蹲”“泡酒店”“小
聚会”甚至球迷沙龙等形式观看
世界杯，但也有球迷万里迢迢奔
赴俄罗斯观看世界杯。比如界牌
的杨老板、家在城区的汪剑英老
师等就是这种少数去现场观战的
球迷。

观战俄罗斯
据刚刚回国的汪剑英介

绍，他一共在俄罗斯看了4场比
赛，分别是6月22日在圣彼得堡
的巴西VS哥斯达黎加的比赛、6
月 23 日韩国 VS 墨西哥顿河畔
罗斯托夫体育场的比赛、6月27
日凌晨 2点阿根廷对尼日利亚
在圣彼得堡的比赛和 6月 28日
凌晨世界杯E组巴西队与塞尔
维亚队在莫斯科斯巴达克球场
的比赛。汪老师向记者描绘
说，6月 22日巴西VS哥斯达黎
加的比赛是一场有“超长补时”

的比赛，哥斯达黎加队坚守了
90 分钟的球门，被巴西人在补
时阶段连入两球，彻底击溃。
他笑着说，庆祝进球时，巴西队
主帅摔一个大跟头。说起 6月
23日韩国VS墨西哥的比赛，汪
老师直言看得“并不太高兴”，
他说：“因为双方开场后拼抢激
烈，韩国好几次利用犯规延缓
墨西哥人的进攻节奏。”这场比
赛最终以墨西哥取得连胜，韩
国遭遇连败为结果。在阿根廷
对尼日利亚的比赛中，汪老师
笑称梅西踢得“终于像个球星
了，因为是他率先进球，也算是
打破僵局”。6月28日凌晨世界
杯E组巴西队与塞尔维亚队的
比赛，汪老师认为“桑巴军团”
巴西队以华丽的进攻，流畅的
传导，2比0完胜塞尔维亚，踢得
很漂亮。但观战中，汪老师也
见识了“善于演戏”的内马尔。
为什么每次一和对方球员形成

身体接触，内马尔就有那么夸
张的动作。对内马尔“一碰就
倒”，许多现场球迷认为，“内马
尔的这个反应是过度的，甚至
是可悲的”。

感受战斗民族酒吧
战斗民族嗜酒如命是出了

名的。世界杯期间适逢日长夜
短的夏天，让俄罗斯人的夜生
活愈加丰富。汪老师没有深入
莫斯科特别热闹的酒吧，只是
在“bar”看过球，这里的“bar”大
部分介于餐厅和酒吧之间，也
类似于“清吧”。每到周末，下
午 3、4点才是莫斯科人享用午
餐，或者下午茶的时光，这时来
点啤酒，最早场的球赛刚好开
始。晚上6点以后，由于世界杯
的原因，酒吧也会提前进入“夜
生活”。一部分球迷喝酒看球，
一部分非球迷聚餐聊天，互不
干扰。等到晚上 10点过后，就

真正变成了酒吧的气氛。大屏
幕还在放着足球，但声音明显
被酒吧里嗨翻的音乐掩盖。热
情奔放的俄罗斯姑娘在舞台上
尽情热舞，球迷们依旧沉浸在
球队胜利的喜悦中，配合着音
乐的节奏，自带舞步。如果遇
上天生奔放的墨西哥、巴西球
迷，那现场气氛就更热闹了。
舞曲、俄罗斯音乐、喇叭声、球
迷歌曲……混杂在一起，倒也
奏出了挺动人的“莫斯科之
夜”。汪老师很喜欢喝的一款
鸡尾酒，类似长岛冰茶，但杯子
上面浮了一块黑巧克力。当巧
克力渐渐融入酒水中时，这杯
鸡尾酒充满了甜蜜的滋味。而
且酒精度也没有长岛冰茶那么
高，喝下去的感觉有点像冰镇
的丹阳封缸酒。一边是美酒，
一边是世界杯，这里的夜晚，每
天都充满着惊喜。

7月 15日，电影《阿修罗》官
方微博发布声明，表示经全体投
资方决定，于7月13日上映的《阿
修罗》于 15 日晚上 22 点撤档停
映，并表达了对于辛苦付出的主
创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歉意和谢
意。已经上档的电影突然撤档并
不多见，所以也让网友们觉得奇
怪，有的网友猜测是否是因为其
内容审查出了问题，但是制作方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说明是什
么原因，也没有告知是否会重映，
何时重映。

《阿修罗》由吴磊、梁家辉、刘
嘉玲等主演，目前上映 3天，票房
尚未超过五千万。此前该电影曾
斥责在猫眼平台评分遭遇有预谋

“黑水行为”。（新娱）

上周，萧敬腾因为胸闷昏倒，
身体状况令人担忧，经过近一周
的休养，7月 15日萧敬腾出席粉
丝见面会，表示身体非常好，已到
医院做了 24小时心电图、核磁共
振等各式各样的精密检查，但没
发现大问题，医生只说血压过低，
仍查不出病因。

他提到从国中开始就常发生
莫名的晕眩状况，平常搭车时上、
下车也会眼前一黑，多半是几秒
的时间，过去曾被诊断是恐慌
症。上周他不仅昏倒，还吐在同
仁身上，昏迷不醒的时间约 5分
钟，是第一次这么严重，目前持续
观察中，他希望外界不要担心。

（新娱）

在宣传新片《邪不压正》期
间，谈到电影里的两个女性角
色，姜文放过一句名言，“女人
对我来说一直就像神一样的存
在。神你知道吧？就是你也弄
不懂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你还
老得想弄懂，老得侍候着，就是
神嘛。”

电影上映后，整体来看，观
众有的吹捧有的骂烂，褒贬不
一。但就角色而言，周韵演的
裁缝和许晴演的交际花一个端
庄一个风骚，都非常丰富非常
有女性魅力。尤其是周韵，在
姜文的镜头下，简直就是美的
化身。

周韵说，在电影里，姜文确
实做到了。但是生活中，这种把
女人当神一样存在的状态她没有
体会。

女人在姜文眼里就是
神？

记者：影片里的几个男性角
色都各怀心思，各有各的缺点，几
个女性角色都很迷人很果敢，和
男性角色是截然不同的。你怎
么看姜文对男性和女性角色的
这种定位？

周韵：男性跟女性本身就
是不一样的，组成了这个世界
的丰富多彩，很重要的就是男
人跟女人不一样的气质，就是
这样的一种人文关系，把生活
变得丰富多彩，也把电影变得
更有意思。

记者：姜文说过在他眼里
女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这个
应该怎么理解？你生活中有没
有体会呢？

周韵：（生活中）没有这个
体会。

但是对于他的电影里的女
性角色他确实是，他所有的女
性角色都是挺自成一个系统，
丰富的，独立的，很知道自己要
什么，很知道自己就是表现出
来的美也是非常独特的。比如
说最早《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
米兰，现在大家都觉得瘦才是
王道，但是有没有觉得那样很
胖的一个女孩儿，你会觉得她
有一种女性非常独特的美，有
很强的生命力，就是能感觉到

那个温度，这一直是他的电影
里的女性角色。比如说像《太
阳照常升起》里陈冲演的那个
女大夫也是，很成熟很美很性
感，但是同时也很干净。

记者：姜文导演给外界的
感觉是特别有个性，很强势，但
是看了他的戏又觉得他是一个
挺温柔，挺浪漫的一个人。

周韵：对，他是很多面。对
于这个电影，他赋予了很多他
个人的气质。比如说他有很快
的节奏，比如有很浪漫的那种
气息，这个就是因为他很真诚
地在表达他自己。人跟人在一
起呢实际上就是距离比较近的
时候……也许就这么说，比如说
你远距离，你会简单地觉得这个
人很酷，这个人很乖，一个字好像
能说出来，但是人跟人距离比较
近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甚至会忽
略去想他，他是什么样的人。

“彭于晏是从内而外在
表达，你看不到他演的痕
迹”

记者：之前姜文说，他的戏你
掌握选角大权，这一次也是这样
的吗？

记者：大家肯定都会去讨论，
谁适合演这个，谁适合演那个，也
不太说是我有什么权利，我怎么
可能有这个决定权利，决定权是
在姜文手里。

记者：对于这一次的几个演
员，比如说彭于晏，你们在选择的
时候是什么样的考虑？

周韵：这个角色首先他是在
美国生活了很多年，比如说他的
英语，他身上也有一些从国外回
来的气质，这些硬性的考虑都会
综合，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打戏，希
望他是很阳光、很简单的一个人，
才会把其他人的复杂性给衬托出
来，有这些综合因素在一个人身
上，（可选的）演员也不多。

记者：首映之后被主持人问
到表演感觉他挺谦虚的，你觉得
他的表演怎么样？

周韵：我觉得他演的特别好，
他的那种好是好在他演戏就是真
的是从内而外的在表达，你看不
到他在演的那种痕迹，但是你又
同时能感受到他所有传递出来的

信息，这是最难得的，因为这其实
需要把他最内心的那个部分拿出
来给观众。

“我事业可以放一放，孩
子肯定是放不了的”

记者：现在电影市场很火热，
有很多的剧本是可以选的，但感
觉你演的戏还是挺少的，为什么
不多接点其他导演的戏呢？

周韵：一个是我确实没有
看到一个特别好的剧本，是我
能演的，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看到一个我特别心动的角
色，我应该还是会去演的，如果
我也能把孩子的家里的事儿都
平衡好。

记者：你所定义的特别好
的剧本是什么样的？

周韵：好与不好其实是很
主观的，就是我是不是被那个
角色所打动了。

记者：女性到了中年以后，

一方面要考虑家庭，一方面要
考虑自己的事业，那你是怎么
做这个平衡呢？

周韵：我其实没想那么
多。我有两个孩子。然后我最
后一部电视剧是拍的《金婚风
雨情》，大概是在七八年前吧。
我们拍戏就比较特殊，它是需
要比如说六个月四五个月左
右，一直在拍片，很少回家，那
这几项对我来讲，我是肯定做
不到的，我有两个小朋友。当
这样的问题抛到我们面前的时
候，我肯定觉得，我事业可以放
一放，孩子他在成长，我肯定是
放不了的，那我就选择了以照
顾他们为主。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心态摆
好，有得有失嘛，这个没有办法，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就有
好的一面事，也会有一些不好的，
那你就把好的放大，你会开心，把
不好的缩小把它忽略掉，这个就
是人年龄越大应该越通透。

姜文眼里女人是神？

周韵：生活中我没这个体会

到俄罗斯看世界杯的丹阳人
本报记者 溢真 通讯员 殷理华

电影《阿修罗》
宣布撤档停映

萧敬腾昏倒后露面
查不出病因

帕奎奥击败
拳王马特西
近10年来首次KO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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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荷花何必跑远？身边也有好景色

丹阳赏荷攻略
本报记者 汤剑蕾

夏日炎炎，到了赏荷的最佳季节。临水观荷，休闲消暑，是这个时节的一件快
事。说到赏荷的地点，人们第一时间想起的都是外地一些著名的景点，但是近年
来，丹阳市民们也发现了不少本地的赏荷好去处，虽然没有西湖“接天莲叶无穷
碧”的名气，但也别有趣味。本期的丹阳网事，我们就来细说一下身边很受欢迎的
三个赏荷地点。

民国前，这里碧波万顷，风光旖
旎，被誉为“一邑名胜之地”，又名胜
景湖。“练湖二十四景”中就有“红莲
映日”，盛夏练湖荷花开放，阳光映
照，满湖生辉，分外娇媚。在古代，
文人墨客常携酒游湖，或垂钓、或观
赏景色、或吟诗作赋。清代贺理昭
在《练湖竹枝词》开篇曾写道：“练湖
荷花十里长，练湖五月荷风凉。”还
有一首词这样写道：“荷净碧波中，
赤日晴烘。元郎沉醉想芳容。把酒
问花花欲语，别样娇红。藕节玉玲
珑，无种成丛。祥开廊庙兆芙蓉。
采罢瑶姬香口报，早卜登庸。”可见
昔日练湖荷花芳名在外。

在龙城村后面约一公里处，网
友乐乐发现了满池的莲叶，他觉得

十分惊喜：“在乡野间慢慢散步，这
么多荷花，却没有拥挤的游人，这种
感觉胜过去西湖游览。”据悉，练湖
水域的荷花大多是为了采藕或采莲
子而种植的经济作物，所以花朵的
密度可能比不上专门种植的赏花品
种，但这些荷花池都被满满的翠绿
荷叶所覆盖，一眼望去心旷神怡，比
传统的赏花池更添一分清雅。如果
你想体验一下观叶的乐趣，不妨去
练湖附近转一转。

练湖荷花：绿意盎然，赏叶好去处
适宜人群：历史文化爱好者、喜爱安静的人

这些天曲阿论坛的摄影版
块格外热闹，其中一个原因就
是天地石刻园五色莲池的荷花
正值盛放时节。五池莲荷是天
地石刻园精心打造的室外景点
之一。据园方介绍，莲花作为
一种特殊的精神象征与其他万物一
样生长于天地之间，所以当初选择
了在园中种植荷花。又为了贴合
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园中特
意在各个池种植了白色、红色、粉
色、淡黄色、紫红色五个颜色的荷
花。在这里，你可以仰面感受扑鼻
而来的荷香，湿地的野趣与荷花的
高雅相得益彰。

在荷花的花季中，摄影爱好者
们每天清晨就开始进入园中拍摄。

为了让照片中的荷花带上几分“仙
气”，摄影爱好者们还会使用一些摄
影专用的烟饼，荷花池里白色烟雾
缓缓缭绕，一张张美妙的摄影作品
诞生了。如果您也是一个摄影“发
烧友”或者喜欢记录自然的爱花之
人，不妨加入他们吧！天地石刻园
对持丹阳身份证的游客和老人有优
惠政策，其中 70岁以上老人免票，
再加上公交直达，所以对于老人来
说也是不错的休闲地点。

天地石刻园：五色莲花争奇斗艳
适宜人群：摄影爱好者、老人

前几年丹凤公园还在建设时
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特别是工
作和生活在云阳高新区附近的市
民。如今，集坡上花溪、香船坞、童
趣园、竹影斑驳等景点，同时配套
慢行步道、环形路、观景平台、集会

广场、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丹凤
公园已经成为城市的靓丽

风景。到了夏天，园中的
荷花当然也就成了人们的

宠儿。
丹凤公园的荷花池与上文提

到的两个地点比起来规模比较小，
但胜在精致。绿树掩映下，池中花

朵静静绽放，池畔除了常规的公园
小径以外还用大石块铺设了一段
充满山林野趣的路。除了亭亭玉
立的荷花与纤细修长的香蒲，游客
们还可以在池中找到颜色各异的
睡莲，仔细观察荷叶下靠近水面的
地方，圆圆的叶片间花朵悄悄探出
头来，十分文静可爱。

如果是带着老人、儿童外出休
闲赏花，这个季节的丹凤公园再合
适不过了：首先这里免费开放，无
需门票的花费；第二交通很便利，
无论是乘公交、驾车还是步行到达
都非常方便；第三很凉快，公园内

绿树成荫还有池塘，很适合纳凉。
对于运动爱好者来说，丹凤公园也
是一个开阔的地方。

（图片拍摄：兰花兰、神舟、新
闻兵、人淡如菊、秋月、水中月）

丹凤公园：运动+观景，休闲新体验
适宜人群：运动爱好者、携家带口的人

人在国外最怀念什么？不是吃不腻
的美食,也不是家乡的四季,而是江浙沪
包邮！每逢年节或是商场促销，总是想
给亲朋好友寄点礼物，但国际快递费用
高昂手续繁琐，每次寄快递都是对精神
和肉体的极大考验。

丹阳报团联合安心国际货运推出免
费国际快递名额，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小
伙伴感受包邮的魅力，从7月10日开始，
连续3周，每周赠送2个免费国际快递名
额，仅限发往美国快递免费、每件限重 3
千克，活动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安心国际快递专注于提供优质的丹
阳国际快递服务，包括DHL国际快递、
UPS国际快递、FEDEX国际快递、TNT
国际快递、EMS国际快递、国际专线、国
际邮政小包。

参与方式：拨打电话 86983129、
13912814506（王渊）

发往美国的快递
开始包邮了！

赏荷小贴士：

1.请注意安全。在靠近水体的地方活
动时注意自己和身边的老人、小孩的安全，
防止溺水等险情发生。

2.请不要破坏绿化。无论是私人种植
的经济作物还是公园内的植物都不应该随
意采摘。

3.可以注意一下时间。哪怕是同一地
点，选择哪一天、几点钟去赏花可能会收获
完全不一样的景色。拍摄荷花的最佳时间
是早晨八点以前，睡莲却要正午才盛放。
如果是阴雨天，花的状态可能会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