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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惠平非洲摄影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万建辉 通讯员 王
锋） 一名依偎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

武网女单四强产生（左起）：加西亚、萨卡里、奥斯塔彭科、巴蒂

记者李葳 摄

一个是资格赛替补 一个是正赛替补

两大“黑马”会师武网四强

武汉体育中心国庆健身免费

记者高崇成

2017 武汉网球公开赛黑马频出，八进四的比赛
在 28 日深夜结束后，本届武网两匹最大的黑马萨卡
里和巴蒂均杀入四强，29 日， 她们将分别对阵法国
美女加西亚和今年的法网女单冠军奥斯塔彭科，两
大黑马能否会师决赛？ 奥斯塔彭科能否捍卫 WTA
前十选手的荣誉？ 而中国金花彭帅与印度名将米尔
扎这对跨国组合，在 28 日经历了一天两赛后杀入女
双四强，29 日 15 时 30 分将与詹咏然 / 辛吉斯争夺
决赛权。

连胜 7 场
希腊希望之星
“黑”得发亮
22 岁的萨卡里是希腊最有希望的新星， 自 2013
年起每年排名大幅度飙升， 今年更是进入世界前 100
位。不过，在今年 8 月中旬武网首批单打正赛名单公布
时，萨卡里还只是资格赛替补。然而，武网正式开打后，
萨卡里从资格赛打起，一路爆冷击败 4 号种子沃兹尼

儿，几个在屋外烧火取暖的儿童，
狂 风卷起漫天黄沙无处躲藏的马
赛人……这些原生态的非洲景观，
都是武汉摄影家喻惠平透过镜头来
表达的震撼。 28 日上午，“喻惠平非
洲摄影作品公益展” 在湖北省博物
馆开幕， 摄影展展出了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 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
席喻惠平近 10 年 20 多次赴非洲拍
摄的 150 余幅代表作。
长江日报记者在展览现场看
到， 这批摄影作品拍摄对象多为非
洲野生动物，奔跑的狮子、大象、雪
豹，成群结队的斑马、角马、瞪羚，飞
翔的鸟类，河流和山脉的自然切割，
也有不少非洲人物作品， 许多作品
画面震撼人心。 展厅里有不少非洲
在汉留学生、非洲友人观展。
据介绍， 有不少作品是在非洲
航拍完成， 面对不停运动的被摄对
象，机位也随着直升机快速变化，无
法控制角度，在这种“非常状态”下，
喻惠平在无序中捕捉到转瞬即逝的
完美镜头。近几年来，喻惠平侧重非
洲人文题材创作， 多次深入非洲腹
地， 用镜头记录非洲部落族人的生
活。
展览现场，著名作家董宏猷说，

他曾和喻惠平一同去过非洲拍摄，
喻惠平会在拍摄地住上 10 多天，不
管是在纳米比亚辛巴族红泥村，还
是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大草原， 在野
生动物混乱和骚动中， 喻惠平都会
冷静地捕捉到最传神的那一瞬。 他
用镜头记录非洲边缘地带濒临灭绝
的文化，在非洲肯尼亚、纳米比亚记
录下现存部落的宝贵影像信息。
开幕仪式上， 喻惠平回顾自己
几年来的非洲摄影经历说：“我常
想，人类与自然之间，应该建立一种
怎样的秩序以及生态平衡？ 人类在
世界这个大的生物链中， 应该发挥
怎样的主导性作用？ 我用镜头记录
大自然的变化以及野生动物的生存
状态，已成为一种责任，一件终身必
做的事情。 ”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理论
委员会主任索久林说：“喻惠平自
然生态摄影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个
异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的非洲世
界，在给人震撼、愉悦的同时，也给
人们许多思索。 ”
开幕式上， 喻惠平还向湖北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了 500 多万
元善款， 用于助学及资助贫困弱势
群体。
据悉，此次摄影展将持续到 10
月 17 日。

亚奇和俄罗斯名将维斯尼娜等人，目前已连胜 7 场。
29 日晚，萨卡里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中央球
场与法国美女加西亚争夺决赛权。 23 岁的加西亚，
是法国新一代女网选手的代表人物， 上周在东京泛
太平洋赛中打入八强，在武网又进入四强，还先后爆
冷淘汰了前世界第一科贝尔和目前世界排名第九位
的齐布尔科娃等名将。
两人展望 29 日的半决赛时都志在必得，萨卡里
说：“我已经在场上奔跑了那么久， 但现在还不是感
到累的时候，半决赛对我而言将是场恶战，我非常期
待。 为什么不再多赢几场呢?”加西亚针锋相对：“萨
卡里身体素质很强，可以不停地跑动。 不过，我相信
自己，只是半决赛而已，放轻松、去享受就好。 ”

强势突进
澳洲新星能否再胜强手
澳大利亚天才少女巴蒂， 原本是武网资格赛女

单头号种子，后来替补进入正赛名单。 然而，谁也没
想到的是，4 轮正赛，巴蒂已经遭遇了 3 位 WTA 高
排名选手， 她们分别是英国一姐、5 号种子孔塔，波
兰美女、9 号种子拉德万斯卡，3 号种子、捷克名将普
利斯科娃。 每一次，巴蒂的表现都堪称惊艳，出人意
料地把对手淘汰掉。
特别是在 28 日这一天，巴蒂先是与前世界排名
第一的普利斯科娃激战三盘， 以 2 比 1 获胜进入女
单四强。 1 小时后，巴蒂又出现在女双赛场上，并且
与搭档携手击败对手进入女双四强， 连续作战能力
令人惊叹。
同样年轻的拉脱维亚猛将奥斯塔彭科是今年法
网女单冠军，她同样经历了多场与高排位选手间的恶
战。 28 日的 1/4 决赛，奥斯塔彭科以 1 比 6、6 比 3、6
比 2 强势逆转温网冠军、现世界第一穆古拉扎，锁定
了最后一个四强席位。 奥斯塔彭科是大满贯冠军，但
巴蒂依然很有想法：
“
不管面对谁，都将是一场很棒的
比赛，所以我想 29 日半决赛将会非常精彩。 ”

本报讯（记者 高崇成 通讯员 林
广涛）10 月 1 日国庆节当天，武汉
体育中心众多健身场馆将在指定
时间内免费开放， 喜爱运动健身
的市民， 可以去感受和体验这座
国际一流体育场馆内的体育健身
设施。
此次武汉体育中心免费对外开
放的场馆分别为： 游泳馆，10 时至
21 时 30 分；羽毛球馆，9 时至 21 时
30 分；足球场，10 时至 24 时；篮球
场，9 时至 21 时。
多年来， 武汉体育中心积极履
行大型体育场馆服务社会职责，让
武汉市民享受优质公共服务。 从
2008 年元月起，武汉体育中心主体
育场、体育馆、游泳馆正式全面对外
开放， 成为当地居民进行体育锻炼
和休闲健身的首选地。

为推动体育工作全社会参与、
全人群共享， 武汉体育中心积极承
办多项群体赛事， 积极落实体育场
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政策。 共策划
组织武汉开发区足球、 羽毛球、篮
球、 乒乓球、 游泳五大职工群体赛
事，2016 年度共有 232 支企业代表
队、近 25 万名职工参加了 5 个项目
共 1000 场比赛。 仅 2016 年，武汉体
育中心就免费接纳 20000 人次游
泳，羽毛球免费开放 3024 场，乒乓
球免费开放 1512 场，篮球免费开放
2920 场。
日前，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武汉
体 育 中 心 发 展 有 限 公 司“2013—
2016 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称号， 这标志着武汉体育中心对外
开放近 10 年来，群众体育事业取得
了重大成就。

《风林火山》不是传统警匪片

武网公开课老师全是大牌

本报惠州专稿 特派记者万旭明

李娜的指导课笑声多

一个下大雪的香港 ，一个左眼好人右眼坏人的警察 …… 麦
浚龙的第二部导演作品 《 风林火山 》 凭借独特的剧本吸引了众
多大咖加盟 。 28 日 ，梁家辉 、刘青云 、高圆圆等主演在拍摄地惠
州与媒体见面 。 片中角色背后都有着扑朔迷离的过去 ，使得演
员们在 36 摄氏度高温里演雪景戏 ，每天开工都乐在其中 。

记者高崇成

你能想到以火辣 、 率
真著称的法网和澳网女
单冠军李娜 ， 当老师时会
是什么样吗 ？ 28 日在光谷
国际网球中心 3000 人场
馆进行的武网公开课上 ，
担任主讲的李娜不仅很
亲和 ， 而且会卖萌 ， 几乎
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她的
认知 。

从剧情到角色，
与港产警匪片大不同

李娜与大学生亲切互动

>>>

告诫学生每天挥拍 1000 次

武网公开课是本届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创新举措之
一， 组委会想借助武网这个国际性的平台普及网球知
识，扩大网球人口，中国台北的网球好手詹皓晴，以及余
丽桥、朱本强等湖北网球名人都在这里为高校师生以及
中小学生上过课。 28 日担任课堂主讲的李娜，是武网公
开课开讲以来最大牌的老师，也是人气最旺的老师。
李娜 28 日的公开课定于中午 1 时进行， 在上课
前， 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000 人馆就涌入了 1000 余名
网球爱好者， 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武汉地区各高校的大
学生， 还有不少是来现场准备观看武网比赛的球迷。
尽管在秋日艳阳暴晒下现场非常热， 却没有人愿意离
开。 当李娜以一袭黑色休闲装登场时， 掌声和欢呼声
随即响起，全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高潮。
课堂上， 有网球专业的大学生向李娜老师请教：
“比赛大比分落后怎么办？ ”李娜用她过往数不清的逆
转翻盘胜利举例说：“做好你该做的，不到最后一刻，你
不知道胜利终将会属于谁。”对于挥拍击球动作过程中
动作变形不规范的问题，李娜告诫：“没有捷径可走，你
每天挥拍练习 1000 次自然就会习惯了。”话一说完，现
场观众马上发出一阵“哇”的惊叹声，随后又是一阵雷
鸣般的掌声。 李娜还毫无保留地分享说：“每一次接发
球，跑动的线路都会不一样，这都是对你的考验，也是
有趣的过程，这就是网球运动的魅力所在。 ”

>>>

调节气氛时就像综艺主持人

来自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华中科技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的 10 名大学生网
球爱好者和网球专业学生， 很幸运地获得与
偶像李娜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李娜轮流给他
们每个人发球，然后鼓励他们挥拍击球。 尽管
李娜展示出了足够的亲和力， 但依然有几人
不太能放得开。 于是，李娜请现场观众给他们
掌声鼓励。
随后，或许是觉得氛围还不够热烈，曾经是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学生的李娜， 向华中科技
大学学生聚集的看台区域打起了感情牌：“这还
是校友呢，怎么听到这一边的掌声这么小啊！ ”
那语气和神态足够萌，与人们印象中那火辣、霸
气的形象相去甚远，引来看台上一阵欢笑。
上课过程中， 有一个现场指导场上 4 名大
学生进行双打对抗的环节。 先上场的两名选手
本来已经自行搭档成队友， 但在后面两人上场
后，前面一人突然抛弃队友另行组队，李娜此时
突然调侃：“我看你们的关系有点复杂。 ”随后，
她又像综艺节目主持人一样多次追问：“你俩到
底啥关系？ ”在李娜变着花样的调节下，场内场
外的氛围变得轻松活泼， 这堂课也在这样的氛
围中结束。

>>>

记者李葳 摄

未来希望做自己喜欢的事

2016 年武网， 李娜因为怀孕缺席曾让很多球迷
感到遗憾。 今年，李娜作为武网全球形象大使一直在
尽力宣传武网和武汉，推广网球。 武网期间，李娜也
与她的好姐妹科维托娃见面聚会， 提前被淘汰的科
维托娃离开武汉去北京参加中网前， 还特意在社交
网站上晒出了与李娜的亲密合照。 28 日结束公开课
课程后，李娜说：“这是她受伤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作
为运动员，我很理解受伤后再回到赛场有多么艰辛，
她只要来武汉打比赛我就为她高兴， 不管她胜利或
者失败。 ”
眼下， 小威廉姆斯等 WTA 顶尖球星接连怀孕生
子然后复出，李娜说：“她们都很棒啊，生了孩子都没有
要退役的想法。看到阿扎和小威都已经回去了，我就会
想我还可以回去吗？ 我觉得可能有了孩子以后我所有
重心都在孩子身上，我很难再回到球场去打球，这已经
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了。 ”
说到退役的问题， 李娜再一次表示这个决定是非
常理智的，当运动员时可以为网球付出，现在要为家庭
付出。谈到未来，李娜也明确说将来想当商人：“大家以
前一直觉得运动员退役要当教练， 其实也没有人规定
运动员退役之后不能当商人对吧。”对于未来经商的计
划，李娜表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钱是挣不完
的，能让自己高兴就好。

在广东惠州的一家钢铁厂里，
剧组搭建了一条香港铜锣湾街道，
从地铁站到店铺都 1： 1 还原。唯一
让人感到违和的， 是现场落满了厚
厚的人造雪。 要知道， 去年香港飘
一点小雪，都让吴彦祖大呼“太疯
狂，从没见过”。原来，导演麦浚龙相
信“天气、光、热、黑夜都会影响一个
人的想法”， 所以在这部关于贩毒、
缉毒的警匪片里，他创造了一个“架
空的、寒冷的世界观”，营造出像香
港却又不是香港， 像当下却又不是
当下的感觉。 从现场曝光的剧照、
花絮来看， 整部影片的风格也并非
传统港产警匪片的火爆， 而是更文
艺的黑白风。
这是麦浚龙的第二部导演作
品，他以歌手身份出道，导演处女作
《僵尸》却一举拿下了金像奖 9 项提
名。 《风林火山》 更是大咖云集，梁
家辉饰演为警队服务的心理专家，
曝光的剧照中半边脸毁容，与高圆
圆是亦师亦友亦敌的微妙关系。 金
城武则饰演一个大财团的继承人，
希望清洗家族不光彩的黑历史，并
与高圆圆是一对爱人。 古天乐是一
名有感情、 有冷幽默感的杀手。 刘
青云的角色则更为复杂， 身份为警
察，但导演要求他演出“左眼看起来
是好人，右眼是坏人”的感觉，“用善
的表情做坏事， 用恶的方式行善
意”。

梁家辉不愿退休，
高圆圆又要休假
从《寒战》到《风林火山》，梁家
辉这几年频繁出现在香港新导演的
作品里，霸气表示“现场包括投资商
老板在内，谁比我年纪大”，他在支

持新人上也是个“带头大哥”。 在梁
家辉看来，“香港电影现在处于没
有传承、无法衔接的时候，不论导
演、演员、还是幕后工作人员，没有
可以接班的梯队。 所以作为一个能
找到资源的演员，我绝对愿意和新
导演合作。 不然总是那几个演员，
总是那几个导演，我就该退休了。”
可“钱还没赚够”，梁家辉可不想马
上退休。
倒是高圆圆， 上一部电影还是
2015 年的《咱们结婚吧》，好不容易
两年后出了这部新戏， 还挑战全片
说粤语。 可据她表示“拍完这一部，
暂时没有新的计划了， 要休息一段
时间。”并且表示休假并不是因为家
庭规划，“赵又廷也很支持我多拍
戏”。 婚后工作节奏越来越闲适，只
能说是有颜任性了。

刘青云自认很开朗，
严肃是怕说错话
梁家辉在发布会现场霸气侧
漏，刘青云就显得沉默多了，甚至表
示“现场这么多大牌，我就躲在角落
好了”。 因为上街买菜被记者拍到，
刘青云一度被调侃为“买菜市民刘
先生”，私下看起来非常亲和，采访
时觉得自己声音太小， 还主动拉椅
子坐到记者们跟前来。 但每每在公
开场合露面，他都不苟言笑、显得很
严肃。
对此，刘青云为自己“辟谣”称：
“我其实很开朗的，主要是普通话不
好，怕说错。 ”但他也表示：“幽默是
很危险的事情， 如果别人不知道你
是爱幽默的人， 就不知道你说的是
真话还是开玩笑。可如果你很严肃，
大家的注意力就会都在你身上。”即
使是与新人们对戏， 他也很谨慎，
“不敢说我教他们，怕说错。 演员应
该按照导演的方向去做， 而不是谁
名气大就要求别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