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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前晚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四川品
胜男篮昨日向球迷发出倡议，号召四川球
迷文明观赛，维护四川篮球的形象。俱乐
部董事长耿洁表示，其实长久以来，四川
品胜男篮都很看重赛场风气的净化，去年
3月，俱乐部就发出倡议：“恳请球迷朋友
们文明理性观看比赛，做忠诚的球迷，无
论胜败，都送给球队支持的声音。面对比
赛争议，保持冷静，理智对待，不偏激不起

哄。相信比赛组织，尊重教练员、运动员、
裁判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入场时积极配合
安检，请勿带包及危险品进入场馆。也呼
吁大家尊重客队，包括客队运动员、教练
员、媒体和球迷。不辱骂对手，不向球场内
投掷水瓶、打火机等杂物。”而且在四川省
体育馆的很多显眼位置，都张贴了这一倡
议。耿洁认为，赛场内不文明的只是极少
几名球迷，绝大部分的四川球迷是友好和

宽容的，“我们再次发出倡议，希望广大球
迷们能够自觉维护四川篮球的形象。”此
外，四川球迷也在展开“自净”活动，赛后
第一时间，在球迷比较集中的社交网络
上，众多球迷都自发在谴责比赛中出现的
不文明现象，还有不少球迷表示今后看球
时要留意身边的这种不文明现象，第一时
间向有关单位反映，争取将害群之马杜绝
在球馆之外。

纪录电影《我的诗篇》今日公映
四川小伙成主角

一部专门反映当今中国工人诗
人现状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今天
起全国公映，之前这部纪录片曾经
历经过百城千场众筹，能进入院线
公映非常不容易。随着电影上映日
期的临近，大家关注的焦点再度聚
焦工人诗人群体。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电影中的主角之一是来自四川
大凉山的吉克阿优。

吉 克 阿 优 1985 年 出 生 在 大 凉
山，2002 年，吉克阿优还在上中专的
时候，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要以《二
十年后的我》为主题写一首诗。他的
作品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吉克阿优
从此开始了写诗之路。吉克阿优做
过很多工作，去工厂里做学徒，去做
焊工，到餐饮店里端盘子，洗酒瓶，
搬运原料，在辛苦工作的同时，吉克
阿优从来没有停止过写诗。结束了
一天的工作，他就会把这一天工作
中的触动，以及工友的举动记录下
来，写成诗歌。回忆起最初打工时的
压力，吉克阿优觉得不仅来自于对
陌生城市的恐惧和工作的不适应，
还有家人的不支持。“我们那里集体
观念很浓厚，家人想让我留在老家，
不支持我出去打工做生意”。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邹帅

由于龙薇传媒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设立不满3年，还应当披露实际控制人
赵薇最近3年的财务状况。万家文化1月11
日晚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披露了赵薇及丈夫
黄有龙的资金状况，据公告披露，龙薇传媒
实际控制人赵薇女士及其配偶黄有龙先生
投资金宝宝控股、顺龙控股、阿里影业、云锋
金融、唐德影视等多家上市公司股权，截至
2016年12月31日上述股票市值约45.22亿
元；另经初步统计，赵薇女士及其配偶黄有
龙先生还持有不动产价值约6.66亿元，其他
股权投资价值约3.18亿元；赵薇女士及其配
偶黄有龙先生同时经营影视、酒业贸易、4S
店等多项业务，截至2016年11 月30日总资
产合计约1.57亿元。上述相关资产总价值约

56.63 亿元，2016 年投资收回的现金流约
12.56亿元港币。龙薇传媒实际控制人赵薇
女士配偶黄有龙先生已出函确认其与赵薇
女士为合法夫妻关系，其名下的存款、股票、
债券、基金、股权、房产等财产及其收益以及
其他应归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
双方有平等的处置权。

公告称，综合来看，龙薇传媒实际控制
人赵薇女士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未来计划

通过业务经营所得、投资收益、借款等多项
措施来确保后续还款的资金来源。此外，在
最新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龙薇传媒对于上
市公司未来1年的安排进行了修改。龙薇传
媒表示，无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12个月
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同期内
也无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等重组计划。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作为湖南卫视的开年大戏，由钟
汉良、Angelababy主演的IP巨制《孤芳
不自赏》自播出后收视一路高走，然
而随之却卷入抠像拍戏风波。有公号
爆料称，男女主演钟汉良、baby以近景
和特写镜头为主，且大量使用“抠像”
与其它的演员、外景地合成，大多数
场景看起来很假，就像是PS上去的一
样，Angelababy 的头发和背景分割得
很明显，人、光线、背景无法融为一
体，画面打光非常不自然，被质疑“刷
新拍戏底线”。

对于《孤芳》的“抠像”质疑，多位
影视特效师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该剧确实存在“抠像”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前景和背景的色彩
不一致，这也可能是后期赶工匆忙所
致。总制片人赵建瓴在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承认，拍摄时确实使用了

“抠像”，“拍摄时确实运用了绿幕抠像
拍摄，绿幕抠像拍摄技术是常用的拍摄
手法，用的时间短可能就粗糙。这次在
一些完不成的大场面上就必须使用抠
像，现在的效果只是因为制作周期太
赶。如果最终呈现的效果没有得到大家
的认可，我们深表歉意。”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邹帅

《孤芳不自赏》被指抠像拍摄
总制片人回应：
抠像效果不好是因制作周期太赶

《孤芳不自赏》被指抠像痕迹严重

有球迷扔打火机，四川赛区恐遭处罚
四川品胜男篮昨日发出倡议：文明观赛，从我做起

主场大胜广东队，但四川队上下没高兴多
久，就有坏消息传来，在第二节比赛中受伤下场
的刘炜昨天上午到华西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
确诊为左大腿肌肉拉伤，将缺席接下来的三场
比赛。对于正在力拼季后赛名额的四川队来说，
这无疑会给他们的前景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

在前晚的第二节比赛中，刘炜因为一次底
线救球冲出球场，随后他面色痛苦，迟迟未能
走回场内，四川队教练组赶紧将其换下，离场
时刘炜一瘸一拐。此后的比赛，刘炜一直在休
息室内接受紧急治疗，再未重返球场。赛后记
者从队医处了解到，刘炜是大腿肌肉拉伤，而
且怀疑髋关节也有扭伤，需要到医院去做核磁
共振。而主教练杨学增也表示，刘炜伤得很重，
具体伤停多久未知，但接下来与深圳队的比赛
肯定是不能上场了。

而就在昨天上午，刘炜到华西医院接受全
面检查，好消息是核磁共振排除髋关节扭伤的
可能，坏消息是大腿拉伤较重，要恢复7-10天。
考虑到刘炜是老将，身体恢复能力肯定不如年
轻球员，而且需要静养，不宜舟车劳顿，因此俱
乐部和教练组决定，除了今晚与深圳队的主场
比赛之外，接下来连续两个客场与吉林和辽宁
的比赛，刘炜也不用随队前往，刘炜复出的时
间，将是本月22日主场与联赛领头羊上海队的
比赛，主教练杨学增表示：“对于我们来说，接下
来的局面比较困难，但我们还是要充分信任其
他球员，王汝恒和杨越需要担负起更重的责任。
不过也要看到，接下来的一些关键场次，比如主
场打上海，主场打福建和新疆，刘炜都能参加，
而且休息了一段时间，对他身体的恢复是很有
好处的，届时可能有更好的发挥。”

大腿肌肉拉伤
刘炜伤停三场

在前晚进行的CBA第
26轮四川品胜男篮主场与
广东宏远的比赛中，四川队
取得大胜，排名也紧紧咬住
山东和北京，保留着很大的
晋级季后赛的希望。这本来
是一场值得庆祝的胜利，但
比赛中发生的不和谐一幕，
却冲淡了胜利的喜悦。在比
赛中，因为对裁判的处罚不
满，竟然有球迷将打火机丢
进场内……有消息称，这一
举动很有可能导致四川赛
区受到中国篮协的处罚。四
川品胜男篮昨天也发出倡
议，号召四川球迷文明观
赛。维护四川篮球的形象，
从我们每个球迷自身做起。

在前晚的比赛中，前两节比赛，第二副
裁的几次判罚都值得商榷，这也引起了现
场部分观众的不满，除了喊“黑哨”之外，还
有极个别球迷在看台上对裁判员进行语言
攻击。而在第三节时，这一矛盾再次激化，
广东队从本节开始采用全场紧逼战术，犯
规增多，场上火药味越来越浓，在一次有伤

人嫌疑的动作逃过裁判处罚后，现场有球
迷再次对第二副裁进行辱骂，而第二副裁
也忍不住了，他冲到场边，大声要求现场安
保人员将这名球迷驱逐出场。原本现场球
迷就有不满的情绪此时被激化，不知是谁
突然从看台上将一个打火机丢到赛场内，
不过并没有砸到人。随着比赛的进行，全场

紧逼的广东队犯规越来越多，动作也越来
越大，这又激起了现场球迷的不满，一名球
迷回忆：“我们当时认为是客队主教练杜锋
刻意安排的这种无聊战术。”于是在少数几
个球迷“带节奏”之后，部分球迷开始高呼

“杜锋下课”。这以上种种，都为这场本来完
美的大胜，抹上了污点。

长久以来，CBA观众向球场内扔打火
机、饮料瓶等行为屡见不鲜，每个赛季也
总会有几个主场因为此事而被罚款、批
评。比如“赫赫有名”的山西队主场，就多
次因为球迷向场内丢掷杂物而受到处罚。
2014年WCBA半决赛第二轮，山西女篮主
场对阵稠州，比赛期间观众多次谩骂裁
判，并投掷水瓶及打火机，比赛中断 1 分

钟。对此，篮协作出处罚：给予山西太原赛
区警告处分，取消其优秀赛区的评选资
格。此前，针对赛场不文明现象，联赛办的
处罚方式只是罚款，而中国篮协昨天召开
媒体通气会，联赛办公室主任张雄表示，
要加大力度整治赛场不文明行为，“对于
管理不善、屡次出现大面积不文明观赛现
象的赛区加大处罚力度，除了按照联赛纪

律处罚规定处罚外，还将视情节严重程
度，处以零观众主场、更换主场等处罚，力
争创造一个纯净、文明、有序、健康的CBA
联赛观赛环境。”张雄说，“希望一部分球
迷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损害了CBA联赛，损
害了其他球迷的利益。我们将联合公安及
其他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对那些败坏观
赛风气的‘害群之马’予以严厉打击。”

惊现不文明现象：向场内投掷杂物

篮协加大打击力度，整治“害群之马”

倡导文明观赛，四川男篮、四川球迷在行动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摄影记者 张士博

56亿元
赵薇夫妇身家首次曝光

广东队主教练杜锋对四川球迷的“下课”声感到非常恼火

万家文化一纸公告，让影视明星赵
薇夫妇身家首次曝光。此前赵薇旗下公
司龙薇传媒30.6亿元收购万家文化遭
上交所问询，主要内容围绕龙薇传媒是
否为“突击成立”，要求进一步披露资金
来源及结构。龙薇传媒收购万家文化一
经披露，有消息称，本次交易或与“阿里
系”关系密切，认为赵薇与阿里合作密
切，且前期上市公司子公司曾与阿里巴
巴旗下的合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等，猜测是否存在合一集团借壳等可
能。上交所要求龙薇传媒说明此次股份
收购是否与“阿里系”企业存在关联，万
家文化1月11日晚发布公告回复上交
所，龙薇传媒本次收购全部为自筹资
金，与阿里系无关。

姚明“接近”中国篮协主席

1月9日，36岁的姚明和中国篮协
副主席李金生共同担任“第九届中国篮
球协会代表大会暨换届会议”筹备组组
长。在苟仲文接替刘鹏出任国家体育总
局局长之后短短几个月来，李玲蔚、姚
明这两位具有国际影响的退役体育明
星有了新角色，这样的变化释放出中国
体育深化改革的积极信号。

与李玲蔚去年年底担任中国奥委
会副主席一样，“体制外人才”姚明出
任“第九届中国篮球协会代表大会暨
换届会议”筹备组组长也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事情，打破藩篱、不拘一格
降人才正成为体育行业人才选拔的新
趋势。

姚明出任筹备组组长乃至将来可
能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并不是简单的
退役运动员“当官”，它体现的是“让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人才使用思路，
也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潮流。姚明在
新一届的中国篮协中发挥作用，很可
能带来积极的示范效应，让像他和杨
扬这样有思想、有见地、有影响力的退
役体育明星在中国和国际体育组织中
更好地施展才能、有所作为。

姚明出任筹备组组长，为他自己
和其他“体制外”人士加入中国篮协工
作奠定了基础。但他最终是否能担任
中国篮协的领导职务，还取决于中国
篮球界人士能否达成共识。无论最终
结果如何，中国篮球改革已经迈出了
历史性的重要步伐。 据新华社

针对前天CBA北控队与北京队比赛中
出现本应停赛的巴蒂斯塔却在场上打了三
节时间的乌龙事件，CBA联赛办公室主任张
雄昨日表示，该事件的出现源自技术代表的
工作疏忽，该技术代表已被暂停临场工作资
格。

本赛季CBA联赛增加了技术犯规和违
体犯规累计处罚规定，其中一名球员违体犯
规累计达到 4 次，将被自动停赛一场。然而
在11日进行的常规赛第26轮北京队客场对
阵北控队的比赛中，违体犯规累计已达 4
次、本应被停赛的北控队外援巴蒂斯塔却出
现在场上，直到第三节临近结束时技术代表
才对北控队进行提醒，此时巴蒂斯塔的出场
时间已超过26分钟。

据张雄介绍，截至 21 轮结束后巴蒂斯
塔已经累计3次违体犯规，在第22轮的赛前
联席会上，技术代表提醒过北控队，巴蒂斯
塔接下来如果再被判一次违体犯规，将被自
动追加停赛 1 场。此后，巴蒂斯塔在常规赛
第 25 轮比赛中又被判罚一次违体犯规，累
计违体犯规已达 4 次。按照规定，巴蒂斯塔
将在第26轮北控队与北京队的比赛中自动
停赛1场。

在1月10日，即常规赛第26轮进行的前
一天，联赛办公室通知了本场临场技术代
表，巴蒂斯塔应在第26轮中停赛，需要在第
二天赛前联席会上提醒相关球队，技术代表
也明确表示收到了联赛办公室的通知，但由
于工作疏忽，技术代表并没有通知。

张雄还表示，此类乌龙事件之前并不多
见，对照联赛纪律处罚规定，并未找到相应
的处罚办法。经联赛办公室研究，北控队与
北京队的比赛结果不予更改，巴蒂斯塔将在
常规赛第27轮中继续停赛一场。 据新华社

“京城德比”摆乌龙
技术代表被处罚

赵薇夫妇身家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