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

■ 责任编辑 罗云羽 舒艳秋JIANGXI DAILY12 体育·纵横

本报记者 郁鑫鹏

4月12日下午，在“中国抚州·WBA
世界拳王争霸赛”北京新闻发布会结束
之后，作为本次拳王争霸赛的“男一
号”、将于 5 月 26 日在家乡抚州进行首
次卫冕战的江西资溪籍世界拳王徐灿，
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徐灿朴实、低调甚至带着些羞涩与
腼腆，是这个继熊朝忠、邹市明之后中
国第三位世界男子职业拳王、中国拳击
史上第一位五星级拳王留给本报记者
的第一印象。

在面向媒体开放训练课之前，徐灿
戴拳击手套绑手带环节时，记者注意
到，徐灿的十指关节上长了厚厚的老
茧，这让他的拳头看上去与25岁同龄男
孩的拳头不同，而且显得更大一些。记
者与徐灿之间的交流，就是从世界拳王
的拳头开始的。

1994 年 3 月 9 日，徐灿出生于抚州
资溪县高田镇翁源村，刚刚懂事时，就
随做面包生意的父亲徐小龙来到北京
生活。在许多人看来，拳击是揍人或被
人揍的一项运动，徐灿又怎么爱上这项
运动呢？“因为父亲特别喜欢拳击运动，
我也就慢慢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徐灿
说。14岁的时候，支持他事业的父母卖
掉了家里的资产，全家搬到昆明，开了
个西饼店。在云南一家酒店旁的简陋

拳馆里，徐灿坚持了5年。没
有比赛，也没有收入，全靠

父母挣钱，供他全心全
意学拳，一家人的日

子过得不算轻松。
“练了三年，我一度

想放弃拳击训练，

当时只想出来赚钱，为父母分担一些压
力。”徐灿说。但是父母在生意场上的
创业打拼精神，让徐灿深受鼓舞。在父
母的坚持下，徐灿将拳击训练坚持下
来，一坚持就是9年。就是这种坚持，徐
灿的拳头越练越硬，拳头下的“话语权”
越来越重。2019年1月27日，他在客场
挑落 WBA 拳王罗哈斯，成为新科羽量
级世界拳王。

根据规则，在击败前任世界拳王夺
得金腰带之后的半年时间内，徐灿必须

完成一次卫冕战，因此就有了
在北京 M23 战队拳击

俱乐部举行的“中
国抚州·WBA 世
界拳王争霸赛”新
闻发布会。“我

好久没有回家乡

了，挺想回去看看的。这次在家门口的
比赛，我一定会用心备战，用拳头说话，
把胜利送给抚州，把金腰带留在中国。”
徐灿这样谈及内心感受。

当记者问徐灿，首次卫冕战的日本
对手久保隼，看上去挺谦逊，但这样的

“笑面虎”是不是更难对付？徐灿说：
“久保隼的意志很坚强，体能也不错，
这是他的‘糖衣炮弹’，不过我也会做
好准备，全力以赴，不让他得逞。”4 月
12 日，久保隼的经纪人山下正人丝毫
不掩饰对世界拳王头衔的渴望，他在
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已培养出 3 个
世界冠军，我也会认真对久保隼进行
训练，让他出最好的状态。”大概半个
月前，山下正人告诉久保隼要挑战徐
灿的消息后，后者表示很开心，甚至想
马上与徐灿打一场。“我已经拿过 122

磅的世界拳王金腰带，看到126磅的金
腰带后，我又有了欲望。下个月，我会
拿着这条金腰带回日本的。”久保隼在
新闻发布会上“笑嘻嘻”地表达出浓郁
的“挑衅味道”。

面对登门“叫嚣”的对手，徐灿霸气
地回应“那是不可能的”。“我好不容易
才拿了回来，我肯定要更努力把金腰带
抓在自己手上。”徐灿说。徐灿的推广
人刘刚表示，徐灿所在的 M23 战队专
门从菲律宾找了一个瘦高型陪练，而且
也是个左撇子。这位菲律宾陪练体重
比徐灿大一个级别，主要协助徐灿针对
久保隼的速度、力量进行训练，确保他
以最好的状态迎战。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希望徐灿
认真备战，用拳头说话，把金腰带留在
中国。

中国电影家协会 14 日在京发布的《2019
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指出，2018年的中国电影

创作，出现了一个“寓言体”现象。《邪不压正》

《一出好戏》《动物世界》《无名之辈》《江湖儿

女》《西虹市首富》《李茶的姑妈》《影》等都集

中体现了鲜明的“寓言创作”倾向。

该报告主编、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

会长陆绍阳说，一个时代的急剧变化，有时候

会使得相对封闭的线性的戏剧性故事显得力

不从心、捉襟见肘，远远不足以表达出人们对

现实体验和认知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种时

候，往往会出现一种通过寓言形态去更形而

上地概括时代、社会、人性的创作倾向。

“这些电影都不满足于叙述一个结构完

整的戏剧性故事，也不满足于塑造几个传奇

性的人物，而是试图通过假定性、符号性，去

概括更宏大的人性、民族、社会和历史，去表

达更加抽象的艺术主题。”他说。

报告指出，有一类寓言体电影是通过个

体的成长和情感经历展开对宏大历史的讲

述，既追求历史感，又追求主题的深刻性和反

思性。《邪不压正》虽然以卢沟桥事变之前的

北平作为历史背景，但导演姜文希望传递的

并非对历史的精确描摹，而是借用历史抒发

自己的感悟，这种对于历史的叙述，是一种隐

喻性、寓言式的。纪实风格的《江湖儿女》中，

巧巧在出狱之后发现斌哥和江湖都已经改变

后的无奈，正是借助个体寓言了时代，体现和

呼应了人们关于生若浮萍的真实生命体验。

报告称，除了这种带有强烈的民族历史

和现实的寓言性叙述外，还有一类寓言式电

影更加致力于对普遍人性的表达，依靠假定

性情境和封闭空间，甚至还通过风格化的视

听形式来达成某种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一出

好戏》试图通过孤岛求生的故事模式来讲述

关于人类文明和人性善恶的寓言。《动物世

界》用“石头剪刀布”的简单游戏方式和一套

金钱和人性挂钩的游戏规则，寓言式地回应

了亲情、友情和信任等人性难题。

此外，报告说，张艺谋主打水墨美学的

《影》，在主题和叙事层面也有历史寓言特

征，在“我是谁、谁是我”的追问中体现了对

历史和人性的解构。

该报告主编、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

鸿说，2018年中国电影的这种寓言体现象，很

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电影人对电影认知的升

华：电影不仅是一种娱乐、一种商品，也是一

种艺术形态，表达我们对于现实和历史、社

会和人性的认知深度和表达深度，表达我们

对现实生活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和终极

关怀。

“虽然这类电影还没有完全成熟，也不是

最大众的‘快餐电影’‘爆米花电影’，但它们

的出现以及相当一部分观众对这类影片的认

可，都使得中国电影大大提升了表意空间和

艺术空间，也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境界。”

他说。 （据新华社电稿）

2018年中国电影出现“寓言体”现象

“全力以赴，把金腰带留在中国”
——本报记者与江西籍世界拳王徐灿面对面

新华社杭州

4 月 14 日电 奥

运冠军孙杨日前

现身第 19 届亚运

会汽车服务官方合

作伙伴签约仪式并被聘为吉利汽车亚

运推广形象大使。谈及三年后的杭州

亚运会，孙杨表示自己依然保持着非常

高的竞技水平，没有理由去选择放弃。

“我愿意坚持到杭州亚运会，但我

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上限。如果给自

己设定上限，我会很轻松地离开游泳

池。我相信我现在依然有非常高的竞

技水平和对抗能力，应该说没有理由

去选择放弃。”孙杨表示，不会去考虑

杭州亚运会是否是自己职业生涯最后

一站，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脚踏实地

走好每一步，在每一天的训练中去坚

持和努力。

今年7月将在韩国光州进行的世界

游泳锦标赛无疑是孙杨接下来备战的

重中之重，而他也面临着诸多后起之秀

的挑战。在不久前结束的日本全国锦标

赛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松元克央游

出了1分45秒63的成绩，超越孙杨在全

国冠军赛中游出的1分45秒73的成绩，

暂时成为今年该项目世界最好成绩。

“他游了 1 分 45 秒 63，比我快了 0.1
秒。其实在这个阶段无论谁游出什么

成绩都不重要，到了光州世锦赛时，200
米自由泳想要拿冠军，我必须要游 1 分

44 秒 5 左右，所以他这个成绩对我来说

不会有任何压力和威胁。想要有 200
米自由泳的竞争实力，我必须游到自己

该游的成绩。”孙杨淡定地表示，这样的

成绩并不会对他备战光州世锦赛造成

压力。

“现在我只是积累经验，用不同的

方法完成 200 米比赛。200
米比赛对于我来说，近几

年才开始参赛，尽

可能多参加 200
米比赛来找节

奏 ，对 我 来 说

是最有效的。”

孙杨说，“没有

运动员从 200 米、

400 米、800 米、1500 米都可以保持最高

水准，所以我想我只要站在这个赛场

上，对我的对手，都有巨大的威慑。”

比赛训练之余，孙杨也越来越多出

现在各大综艺屏幕上。对此，孙杨表示

两者之间是可以达到平衡的，自己并没

有忘记自己运动员的身份。“这个转换

也是很好的，可以让自己得到放松，得

到释放，等我再回到泳池的时候，也会

更加有动力，更加厚积薄发。”

孙杨透露，接下来在不影

响备战光州世锦赛的

前提下，将有选择

性地参加国际泳

联冠军系列赛。

新闻发布会上徐灿(中)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郁鑫鹏摄

孙杨：愿意坚持到杭州亚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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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炳添巩立姣领衔

出征田径亚锦赛
2019年亚洲田径锦标赛将于4月21日至

24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中国田径队日前公布
了参赛名单，由苏炳添、巩立姣领衔的89名运动
员将出征本届赛事。

本届田径亚锦赛将在多哈的哈利法国际体
育场举行，预计将有来自44个国家及地区的近
700名运动员参加本次赛事，他们将在42项赛事
中争夺共计186枚奖牌。

中国田径队派出89名运动员出征本届赛
事。苏炳添将与队友一起参加男子百米接力的
争夺。谢震业外训回归后首次亮相，将与梁劲生
一起参加男子200米的比拼。韦永丽将出战女
子100米的比赛。此外，中国女子铅球领军人物
巩立姣、女子撑竿跳高亚洲纪录保持者李玲、标
枪名将吕会会、跳远选手黄常洲等也都将征战多
哈。 （陈嘉堃）

世界最大飞机顺利完成

首次试飞
据新华社洛杉矶4月13日电 美国航天企业

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13日发布公报说，由该
公司开发的世界最大飞机当天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顺利完成了首次试飞。

据介绍，这架名为“斯特拉托”的双体飞机采
用双机身设计，拥有6台发动机，总重近230吨，
翼展约117米。美国西部时间13日，飞机从加
州莫哈韦航空航天港起飞，在莫哈韦沙漠上空飞
行了两个半小时，最高时速达到每小时约304公
里，最高飞行海拔高度近5200米，随后返回莫哈
韦航空航天港,安全着陆。

第二届全国青运会拳击预赛

鹰潭少年63公斤级摘金
本报鹰潭讯（记者郁鑫鹏 通讯员童圣男）4

月11日，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鹰潭市拳击运
动员陈思龙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拳击预赛
男子63公斤级比赛中勇夺金牌，获得二青会拳
击决赛资格。

二青会拳击预赛由中国拳击协会主办，是中
国拳击竞赛史上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青少
年拳击运动水平最高的一次单项比赛，共有来自
全国97支代表队1386名运动员参赛。鹰潭市
运动员陈思龙在男子乙组63公斤级比赛中过关
斩将，分别战胜安徽六安市、广东肇庆市、广东省
体校、山东淄博市、江苏南京市、上海体育学院等
代表队的强手，勇夺冠军。

我国学者新技术

可让红外图像“清晰显形”
据新华社合肥4月14日电 利用红外线可实

现夜视、遥感等强大功能，但红外线图像探测器
普遍存在灵敏度差、效率低、价格贵等缺点。近
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史保森、副教授周志
远等学者研究出一种新技术，可显著“点亮”被红
外线照射物体的轮廓，使其图像“显形”更清晰，
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

为解决传统红外线图像探测器的缺点，人们
通常通过频率转换的方法，将红外图像信息转换
到可见光波段，再使用性能强、价格低的可见光
探测器进行图像采集。史保森、周志远等学者长
期从事图像的非线性频率变换相关研究，近期他
们在频率上转换成像探测的过程中引入“涡旋
光”替代传统的高斯泵浦光，借助一种非线性晶
体作为频率变换介质，成功实现了物体的红外图
像到可见波段的转移探测，同时获得了“轮廓增
强”效果。相比传统红外图像的模糊混沌，新技
术拍摄的红外图像轮廓更加清晰，易于特征识
别，还具有最大2.1倍的视野调节范围。

南昌着手建立

幼儿身体活动评价体系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4月11日，记者从江

西省体育科学研究所了解到，该所正与南昌市体
育局开展合作，从研究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入
手，制定该人群每日体力活动量标准及体力活动
指南，着手建立南昌市幼儿身体活动评价体系。
据悉，目前针对学龄前儿童开展每日体力活动量
的研究全国不多见。

在学龄前儿童时期，能够将体力活动融入
到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在该阶段建立良好的运
动习惯，可预防和减少超重、肥胖等问题，还将影
响他们成年后的健康状况。据江西省国民体质
监测中心办公室主任付近梅介绍，由我省体质研
究专家、体育运动专家以及南昌大学等高校相关
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选取了南昌市红谷滩新
区、青云谱区、高新区、东湖区5所幼儿园共300
名儿童作为测试对象，利用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加
速度传感器GT3X+对孩子们进行为期7天的全
程跟踪测试，然后收集客观的学龄前儿童日常活
动量数据。其间，幼儿家长及老师也将每日各自
完成一份问卷调查。

按照计划，《南昌市学龄前儿童每日体力活
动量标准及体力活动指南》年内将对外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