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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9月20日，在刚刚结束的一场西甲联赛比赛
中，巴萨主场6∶1狂胜埃瓦尔。本场比赛，梅西一人就打
入4球，上演生涯第5次大四喜，也是时隔4年之后再度单
场至少打进4球。职业生涯至今，梅西已在诺坎普出战288
场比赛，已经攻入302个进球，场均进球数超过1个，

此外还有99次助攻！而在本次完成大四喜之
后， 梅西以5场9球领跑西甲射手榜，

在欧洲联赛也是排名第一！

本报9月20日讯马丁·坎
贝尔执导，成龙、皮尔斯·布
鲁斯南、刘涛、梁佩诗领衔主
演的国际动作大片《英伦对
决》， 将于9月30日长沙上
映。今日，皮尔斯·布鲁斯南
接受采访， 谈到成龙直呼
“相见恨晚”。

1994年， 布鲁斯南出演
《007：黄金眼》，他一度成为
最受欢迎的007。然而布鲁斯
南在《英伦对决》中饰演暗藏
黑暗过去的英国政府要员汉
尼斯， 这一角色无疑颠覆了
中国观众对他的印象。 对于
这样一个角色，布鲁斯南说：

“汉尼斯有着不为人知的一
面， 这个角色复杂的背景与
内心活动深深吸引我， 让我
难以拒绝。”

成龙在《英伦对决》中所
饰演的关玉明， 作为布鲁斯
南的强大对手， 不断向他施
压：“当他拿着枪逼问我的时
候， 他的目光充满凶猛的火
焰，好像立刻能把我烧成灰！
我相信以他的表演功力，他
能驾驭任何角色。”而当问起
与成龙合作最大的感受，布
鲁斯南简短地回答：“真希望
能再早一些和他合作。”

■记者 袁欣

布鲁斯南成龙“相见恨晚”

本报9月20日讯 灾难片
《2012》、《后天》是否仍让你记
忆犹深？ 又一部灾难巨作来
了，今日，记者得知，华纳兄弟
影片公司出品的《全球风暴》
将于10月27日长沙上映，影片
中各种观众熟悉的气象灾难
将轮番登场，摧毁世界各地的
地标。

《全球风暴》 讲述的是发
生在未来的惊天危机。为应对
自然灾害的威胁，世界各国的

领导者通力合作，开发出可以
操控天气的气象卫星网络。但
卫星网络突然遭遇神秘变故，
守护者瞬间变成毁灭者，香港
地陷、东京冰雹、孟买龙卷风、
巴西冰封、迪拜海啸……浩劫
席卷全世界。

据了解，《全球风暴》也是
今年内地引进的唯一超级灾
难大片，令中国观众关注的是
吴彦祖也将出演重要角色。

■记者 袁欣

湖南省博物馆10月开放，会同县清代古民居搬进“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

新湘博里“住”了栋清代民居

A16 文体看台

本报9月20日讯 近日，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内， 一群
来中国学习杂交水稻栽培技
术的外国人迷上了太极拳。
为他们教授太极拳的是陈家
沟陈氏太极拳协会怀化分会
会长陈先友。学习现场，学员
们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初步
学习掌握了陈氏太极的无极
桩、缠丝功等基本功法，有了
练太极的一些感悟。

今年7月，2017年发展中
国家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术
强化培训班在怀化职业技术
学院开班。 此次培训班学员

共34名，分别来自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津巴布韦、塞拉利
昂等11个国家， 其中大部分
都是各国政府以及农业部官
员， 还有一部分是水稻科研
人员。 为满足外国友人喜爱
中国太极拳的愿望， 陈先友
一行四人应邀为这些“洋弟
子”展示了中国陈氏太极拳，
并上了体验课。

陈先友表示， 希望这些
外国友人能将杂交水稻文化
和博大精深的太极文化，传
播于世界各地。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刘阳

本报9月20日讯 在博物馆
里参观民宅，是不是很新鲜。今
日，记者从湖南省博物馆（以下
简称新湘博）获悉，10月新馆开
放后，该馆将推出“马王堆汉墓
陈列”和“湖南人———三湘历史
文化陈列”两个大型展览，全方
位展示极具特色的湖南历史文
化。其中，怀化市会同县高椅乡
的一栋清代古民居将原貌搬进
新湘博， 最大限度还原和展示
当地村民原生态的居住场景以
及生活痕迹。

新湘博征购会同清代民居

位于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高椅乡巫水河畔的唐洲村，村
里保留着许多历经百余年的清
代建筑。 其中有一个院落始建
于清代嘉庆年间， 它结构相对
较完整，建筑古朴自然，院内建
筑分内外两栋， 均为木质的两
层穿斗式结构， 堂屋前悬挂有
匾额，门窗上有精美的木雕饰，
内容多以民间吉祥图案为主。
建筑前檐还刻有木质花罩，厅
堂、居室的门雕、格扇、栏杆也
都十分精巧。

值得一提的是， 东侧建筑
的一层和二层轩蓬间， 悬挂一
块木质牌匾，上书四个大字“绩
冠群英”，左端刻竖行小字“内
弟杨盛岗顿首拜， 皇清咸丰十
年岁次庚申冬月吉旦”，下方刻
椭圆形章“指日高升”和方形印
章“孙继枮造”，右端刻“恭维唐
府姊丈官印谟老大人嗣君荣升
守御府”，边刻长方形篆书印章
“连升三级”。

2010年因当地政府修建高

椅水电站拦河筑坝， 致使水坝
上游的村民需要整体搬迁。湖
南省博物馆将该组老宅征购，
拆卸并运回博物馆， 在新馆的
基本陈列中进行复原展示。

原汁原味展现当地人生活

由于场地的限制， 新湘博
仅选取了其中的一栋在“湖南
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中
进行展示。 民居复原搭建工作
由专业的施工队伍和文保人员
共同完成。

首先， 所有的民居建筑材
料在进入展馆前都进行了全面
的药物熏蒸、杀菌除虫处理；其
次，在古建筑修复工作中，对损
坏的建筑构件，一般能修复的，
都尽可能不要替换。 必须替换
处理的， 新构件的材料要求应
与原材料在色彩、 质感和其他
外观方面相匹配。

“修旧如旧”，保持原貌，是
古建筑修缮的重要原则。 根据
先前北京建筑大学做的测绘和
修复方案， 工人们用传统工艺，
用原有的材料、 原有的技术，对
原缺损部位进行修复补缺，对糟
朽构件进行了更换或重新制作。
在搭建完毕后，对建筑的木质整
体又做了相应的防腐处理。

目前， 古民居房屋搭建工
作已全部完成， 随即将进行室
内的陈设布展工作， 当地村民
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
具等都将最大限度还原。 复原
后的民居， 将让远在深山的传
统民居建筑原汁原味地展现在
广大观众面前。

■记者 袁欣 通讯员 彭黎明

连连看

本报9月20日讯 应日本京都市
政府邀请，长沙市代表团于9月15日
至18日参加了东亚文化之都京都光
雕大赛。该赛事自2011年创办，地点
设在京都市冈崎地区，是一项知名度
高、参与度广、倍受重视的艺术活动。

来自中、 日两国的20件光雕作
品在京都美术馆别馆进行了一连4
轮的放映。其中由湖南明和文创集团
创作的作品《长沙“真”行》代表长沙
出赛，作品以中日两国家喻户晓的文
化交流使者———鉴真作为主角，通过
沙画动画的演绎形式，讲述了鉴真东
渡的苦与难、真与美，表达“文化无国
界”、“东亚同源”的主题思想，寓意长
沙、京都友谊长存，东亚各地友好往
来，世界各国和平共荣。

经过8位专业评审的审定，《长沙
“真”行》获得了一致肯定，最终由京
都美术馆馆长亲自授予“京都美术馆
大赏”（最高奖）荣誉。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刘阳

《长沙“真”行》日本获奖

本报9月20日讯《奇门遁甲》自
去年7月底杀青以来，一直“深藏不
露”。今日，记者得知，该片将于2017
年12月15日贺岁档在长沙上映，预
告片以纪录片的风格首次亮相。

《奇门遁甲》 由徐克监制编剧，
袁和平执导，大鹏、倪妮、李治廷、周
冬雨、伍佰及柳岩等联袂演出，讲述
了“一场武侠大战外星来客后寻找
曾经失忆战友”的离奇故事。

该片是“功夫之王” 袁和平与
“奇幻之王” 徐克继《黄飞鸿》、《黑
侠》以及《蜀山传》之后的又一部神
奇力作。 作为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
奇幻动作片，《奇门遁甲》 将颠覆传
统的概念， 重新定义奇幻并全新解
读“奇门遁甲”这个中国亘古以来神
秘且难解的玄学之题。 ■记者 袁欣

袁和平徐克玩《奇门遁甲》

中国太极拳实力“圈粉”
“洋弟子”边种水稻边学太极

《全球风暴》演绎世界末日
花式摧毁全球地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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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清代古民居将原貌搬进新湘博。 彭黎明 毕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