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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不好
到景区撒气？
警方：待景区核损后将依法处理

08 社会·体娱
2020年8月15日 星期六

在四川康定木格措景区，从温泉
往山顶看去，你会发现一座特殊的山
峰，远眺犹如一位“睡美人”，仰天躺卧
在蓝天之下……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了解到，发现这位“睡美人”的，是
从业20多年的导游曾灿。从2011年开
始，每次经过这里，曾灿都要把这处景
色介绍给身后的游客。

8月14日，木格措景区向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睡美人”正
好呼应当地爱情传说里的女主角“卓
玛”，他们希望通过游客智慧的眼睛找
到她的恋人“扎西”的踪影，让这对“恋
人”重逢。

发现“睡美人”
游客感叹：“真的太像了”

随着季节的更迭，康定“睡美人”
林木苍翠，百鸟争鸣，涧壑流泉，云蒸
霞蔚，美不胜收。每年10月，干了20多
年导游的曾灿都要在这里驻足停留，

请身后的游客观赏这位婀娜的“睡美
人”。她的脸、鼻、胸、腿，以至额头的一
缕头发都可以清晰分辨，格外妩媚。

快要奔四的曾灿自嘲是“老导
游”，在大家都察觉不到的地方，他总
能敏锐地发现不一样的美景。每次带
团他都会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游客，
很多游客看后都由衷地感叹：“像，真
的太像了！”

木格措景区：
呼应当地传说中的“卓玛”

8月14日，记者联系木格措景区，
景区推广业务工作人员糖先生告诉记
者，木格措作为川西旅游的一站，隐藏
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神奇美景，比如前
段时间发现的心形海，吸引了很多旅
游达人翻山越岭去打卡。这次木格措

“睡美人”的发现，正好呼应了当地关
于扎西和卓玛的爱情传说。

糖先生介绍，相传很久以前，塔公
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扎西和卓
玛。扎西英俊剽悍，能骑善射，卓玛姑
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他们青梅竹
马，相互深爱着对方，可是当地部落的
首领对卓玛心怀不轨，卓玛与扎西只
能选择远走高飞。于是，他们跋山涉水
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每天，扎西
出去打猎，卓玛在家用兽皮缝制衣物。
后来，他们生活的地方被上山打猎的
猎人发现，误认为他们是野人，他们生
活的这片海子便被称为“野人海”（藏
语叫“木格措”）。

最后，糖先生说：“现在卓玛已经
露出了她的真容。我们希望通过游客
智慧的眼睛找到扎西的踪影，让这对
传说中的恋人重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邵洲波
戴佳佳 受访者提供图

“我是个医生不是神，只是个
普通人，白色的大褂里面装着有趣
的灵魂……”去年，一首《我是医生
不是神》火爆全网。今年，那群有十
八般武艺的医生又来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
川省卫健委获悉，8月14日，四川省
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泸州市
人民医院联合出品的医师节说唱
MV《功夫医生》正式发布。此次作
品延续了《我是医生不是神》的说
唱曲风，用更加新鲜的视角展示医
生群体的“十八般武艺”，为2020年
中国医师节（8月19日）献礼。

据悉，为了让歌曲更好地反映
医生的工作日常，主创团队深入临
床一线，召集年轻医生开展线下吐
槽大会，搜集各种有趣素材，反复探
讨，最终提出了医生十八般武艺的
概念。歌词中展现出医生也要学习
各种知识技能，用手中的各种“兵

器”打败病痛折磨。同时，歌词也记
录了医生在抗疫时期的真实状态。

《功夫医生》（节选）

我们医生有十八般武艺
其实吹拉弹唱也可以 奥利给

我们医生有十八般武艺
即使刀枪剑戟也可以 走起

快跟我wuha wuha 嘿上才艺
一起来增强抵抗力

快跟我wuha wuha 嘿 用绝技
来把病毒给赶出去

医院像座少林寺 教我武功和招式
白大褂是练功服 胸前印着红十字
书记院长像住持 各科专家有本事

都有一个口头禅：有病就得治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章玲 受访者供图

唱“我是医生不是神”的那群四川医生又出神曲

这回说唱“功夫医生”

老导游发现木格措“睡美人”
景区：“卓玛”露真容，呼应当地爱情传说

北京时间8月14日凌晨，荷兰
海牙足球俱乐部官方发布讣告
称，在海牙留洋的中国青训小将
王凯冉在一场事故中不幸去世，
年仅15岁。

《荷兰电讯报》披露了王凯
冉去世的具体原因——两周前，
王凯冉与两个朋友到当地的De
Zandmotor海滩游玩时，因海浪
过大不幸遇难。同行的两个朋友
比较幸运，被海滩上的游客救
下，但王凯冉当时却失踪了。两
天之后，王凯冉的遗体在海滩上
被发现。

王凯冉是青岛足球名宿王国
栋的儿子。王国栋曾效力过四川
全兴，这位高大魁梧的山东大汉
的到来，一度加强了四川全兴后
防线的硬度和防空能力。在退役
后，王国栋开始涉足青训，并曾将
培养出来的弟子李建滨、高翔输
送给了成都谢菲联，这也让王国

栋和四川足球、成都足球结下了
不少不解之缘。

王国栋的儿子王凯冉生于
2005年，从6岁开始在王国栋创
办的青岛国栋足球俱乐部，及
王国栋担任过总经理的青岛海
牛足球俱乐部中接受培训。14
岁时身高就达到1米83，这位将
门虎子曾被认为前途无量。王
凯 冉 先 后 入 选 过 中 国 U14 和
U16国家队。

在10岁左右，王凯冉就前往
荷兰。在当地一家业余俱乐部崭
露头角后，于2017年加盟了荷兰
海牙俱乐部的青训学院。之后，王
凯冉转型打中卫，这也是他父亲
最擅长的位置。2019年，著名媒体
人颜强曾采访过海牙俱乐部的高
层，对方表示王凯冉是海牙俱乐
部同龄段中最好的三名球员之
一。这位高层在采访中还担心王
凯冉被阿贾克斯挖角。

而王凯冉也曾透露，自己的
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到阿贾克斯、
费耶诺德这样的荷甲豪门俱乐部
踢球，“我估计两年左右可以实现
这个目标吧。”

但一场意外让这一切都化为
泡影，一颗本该冉冉升起的新星
不幸陨落。

王凯冉是在两周前遇难的，
海牙俱乐部昨日凌晨的讣告将此
事公之于众。王国栋早前就得知
了这一噩耗，但据记者了解，目
前，王国栋家里的老人还不知道
王凯冉去世的消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姜山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0022期：03033033030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0022期：03033033030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 20022 期：
3013331033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0022期：12213101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0月13日)

足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0177期开奖结果：481，直选：6993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5026注，每注奖金173元。
（26614553.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0177期开奖结果：48106，一等奖96
注，每注奖金10万元。（415831532.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0076期开奖结果：4890879，一等
奖：0注；二等奖：11注，每注奖金36348元；三等奖：196注，每
注奖金1800元。（30014811.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0178期开奖结果：20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0077期全国开奖结果：09 11
15 22 23 24 27，特别号码：0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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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二十世纪福克斯”，好莱坞
影史上最著名的公司之一，在进
入21世纪20年后，将正式退出历
史舞台。

据CNN报道，本周三，迪士
尼公司官方正式宣布将旗下的

“二十世纪福克斯电视”更名为
“第 20 电视”，正式宣告“二十世
纪福克斯”品牌的终结。今年秋
天，新的商标将出现在电视节目
中，流媒体和数字图书馆上现有
的剧集则将保留原有标识。

“二十世纪福克斯”最初成立
于1935年，由福克斯电影公司与
二十世纪影业合并而成。这家公
司制作了许多好莱坞历史上大受
欢迎的经典电影和电视剧集，其
中包括《星球大战》《音乐之声》等
电影和《辛普森一家》《摩登家庭》

等电视剧。
去年9月，迪士尼公司以71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福克斯旗下
的大部分娱乐资产，包括“二十世
纪福克斯”公司与其子公司“福克
斯探照灯影业”工作室等。今年1
月，迪士尼分别将两家公司改名
为“二十世纪电影公司”和“探照
灯电影公司”。而如今，他们干脆
把前者的“二十世纪”这个元素去
掉，改成“第20电视”。

既保留了 20 这个数字，著
名的灯柱也依然转动闪耀，因
此这个改版后的经典标志大体
上维持了原状，这个新的标志
和 图 形 将 从 今 年 秋 天 开 始 使
用，在改版之前已经播出的老
片子也将保留之前的标志。但
许多人依然将其视为一个好莱
坞时代的终结。

电影评论人士和历史学家莱
纳德·马尔丁说：“二十世纪福克
斯这个名字在电影界有着深厚的
渊源，此举相当于砍掉了好莱坞
历史的一部分。”

包括NBC等美国媒体分析，
“二十世纪福克斯”更名为“第20电
视”还意味着，它可能会告别电影制
作业务，专注于电视剧集的制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编译

全兴旧将王国栋之子
15岁留荷小将不幸溺亡

海牙俱乐部官方讣告

好莱坞“传奇”退出历史舞台
“二十世纪福克斯”改名

““ 黄 裙 女黄 裙 女 ””接 连 推 倒 黄 龙 景 区 设 施接 连 推 倒 黄 龙 景 区 设 施
8月13日，网上热传网友发布的“黄裙女在黄龙景区内故意推倒

多个导览牌、垃圾桶”视频，在网络引起热议。视频中女子还对拍摄游客
爆粗口，事发后当地警方介入此事。当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向黄
龙景区证实了此事，景区表示工作人员及时制止了女子的行为，称其疑
因家庭原因心情不好，做出不理智举动。

14日中午，四川松潘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表示，民警依法将女
子带回分局接受询问，其表示由于个人生活发生重大变故导致情绪失
控。经民警批评教育，女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待黄龙景区管理局核损
后，公安机关将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记者从网上流传的视频中看到，
一名身穿黄裙子、背着白色背包的女
士，在经过景区廊道时，故意将一块立
在路边的指示牌推倒。该指示牌随即
掉入景区溪流中，发出“嘭”的一声响。

随后，视频镜头切换到另一端的
木制廊道，该女士再次伸手将路旁一
块指示牌推倒在地，随即继续向前
走。视频最后，该女士走向其右侧的

一个垃圾桶，将垃圾桶推倒至路边矮
树丛上。

“你推了几个垃圾箱，都给你录下
来了。”面对视频拍摄者的质疑，女子
回应称“你是警察吗？我问你，你有什
么权力管？你报警吧，你有什么权力
录视频？”视频中，女子还说了脏话。
而在网上流传的另一段视频中，后来
女子被民警带上了警车，带离现场。

女子接连推倒景区设施
还称“你有什么权力管”网传视频

上述两段视频在网上传开后，
随即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心
情不好也不能作为破坏公共设施的
理由”“这种行为毫无游客素质可
言”，甚至有人评论称“这种人应该
限制出行”，还有网友表示“希望人
人都做文明游客”，建议将其拉入旅
游“黑名单”。

事后，记者联系到黄龙景区营销

处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事确实发生在黄龙景区，发生在13
日中午。该负责人介绍，该女士到黄
龙景区旅游，没有跟随导游团，属于
散客。事情发生后，景区工作人员及
时制止了该女士的行为。

据景区工作人员了解，这名女士
好像因为家庭的原因，心情不好才做
出这种不理智的举动。

8月14日中午，松潘县公安局发
布警情通报称，8月13日13时20分，松
潘公安黄龙景区公安分局接黄龙管
理局报警称：一名着黄色衣裙的女性
游客在黄龙景区内，无故将她一路所
见的垃圾桶部分推倒、景点告示牌部
分扯掉。民警到达现场后，当事人曲
某（31岁，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情绪

激动拒不配合，无端辱骂路上游客行
人，民警依法将其带回分局接受询
问，曲某表示由于个人生活发生重大
变故导致情绪失控。经民警批评教
育，曲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待黄龙
景区管理局核损后，公安机关将依法
对其进行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已及时制止女子行为
疑其因家庭原因心情不好景区回应

已对其批评教育
景区核损后将依法处理警方通报

女子无端推倒垃圾桶、告示牌 图据网络视屏

曾灿发现的“睡美人”清晰可辨

8 月 15 日，迎来今年“暑伏”
里的末伏。此后，环境温度和湿
度都将逐渐下降，但距离凉爽的
金秋还有一段时间。专家提醒，
末伏时节，盛夏余热未消，很多
地区仍处在闷热的气候中，公众
依然要注意防暑，及时补水，起
居有节。

据专家介绍，初伏和末伏都
是 10 天，中伏天数不固定，有的
年份10天，有的年份20天。就今

年的“暑伏”来说，中伏是20天。
由于末伏必须在立秋之后，

所以民间有“秋后一伏”的说法。
立秋虽然过了，但受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影响，仍会有一段时间
暑热难耐，民间称之为“秋老虎”。

末伏时节，面对“秋老虎”，公
众如何养生更健康？罗澍伟表示，
饮食应以滋阴清热、润燥健脾为
主，可多吃一些清热、健脾、润燥
的食物。 （新华社）

“秋老虎”+末伏
防暑、补水两不误

二十世纪福克斯曾经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