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羞羞的铁拳》重庆路演
马丽这次演了“男主角”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淳
“小摩托”两次“加油”力帆轻取辽宁

因天津亿利少赛一轮，理论上力帆尚未成功保级

重庆围棋培训市场如何壮大？古力：进校园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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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9月 30日，由艾伦、马
丽、沈腾等主演的喜剧电影《羞羞的铁
拳》将正式上映，这也是开心麻花的第三
部电影。昨日下午，两位主演艾伦和马
丽来到重庆师范大学和同学们见面，马
丽透露，片中她和艾伦互换了身体，这部
戏算是演的“男主角”。

据了解，《羞羞的铁拳》同样改编自
开心麻花的同名话剧，这部话剧在2015
年上映的时候是当年舞台剧的票房冠
军。讲述了艾伦饰演的搏击选手艾迪
生，与马丽饰演的体育女记者马小丽，因
为一场意外的电击而出现了身体互换的
搞笑爱情故事。

谈到新片《羞羞的铁拳》，马丽信心
满满，直言会比《夏洛特烦恼》好看：“电
影拍完后我们都信心满满，这是一部完
全不同类型的电影，一定会让所有观众
爆笑，让人解压。”

3集人文纪录片《中俄书途》
在圣彼得堡开拍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见习记者 陈竹

重庆商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文化
委获悉，3集人文纪录片《中俄书途》在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正式开拍，
预计年内将正式播出。

作为中俄媒体交流年国家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总局的重点项目，人文纪录片
《中俄书途》以重庆图书馆和俄罗斯叶利
钦总统图书馆的馆际交流为主线，用图
书馆员的视角走进俄方图书馆，真实记
录中俄双方图书馆在读者服务、数字工
程和举办展览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
中俄历史讲述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碰撞出
的珍贵思维火花。该片分为“宝库”、“传
承”和“共享”三集，由重庆市文化委总负
责、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制，并将
于年内隆重推出。

豪取5连胜
女排称霸大冠军杯

昨晚，经过5轮激战，2017年女排大
冠军杯在日本名古屋结束。中国女排在收
官战虽遭遇东道主日本的顽强抵抗，但关
键分把握更胜一筹3：1力克对手，四局比
分为25：22、24：26、25：18和25：16。中国
队5连胜斩获14分荣膺冠军，时隔16年再
度称霸大冠军杯。朱婷荣膺MVP并以最
佳主攻身份携手袁心玥进最佳阵容。

中国的主攻朱婷独得 26 分荣膺得
分王，主攻张常宁和副攻袁心玥分获16
分和15分，副攻颜妮和接应曾春蕾双双
贡献 12分。日本的主攻野本梨佳和接
应新锅理沙均夺下17分，副攻荒木绘里
香和主攻内濑户真实分别进账 12分和
10分。 吴金

随着近年来“人机大战”带来
的热效应，重庆的围棋培训市场
是否有所起色？通过记者连日来
的调查发现，虽然当下重庆的围
棋培训市场有所壮大，但由于教
育意识和观念的束缚，以及培训
市场缺乏有效管理，这个市场仍
与沿海发达城市存在差距。目
前，主管部门正在计划通过对接
教育资源，走进校园，提升围棋在
少年儿童中的影响力。

“人机大战”带火围棋市场

“一方地、二段劫、三连扳、大
斜飞……”刚刚过去的暑假，家住
烈士墓的佟女士陪儿子学习围棋
半个月，她对围棋教练口中的专
业术语不再陌生。跟佟女士一
样，随着“人机大战”的带动，带孩
子学习围棋的家长逐渐增多。

8月中旬，记者在佟女士儿子
学习围棋的沙坪坝区围棋协会看
到，一间几十平方米的教室内放
着十几张棋盘，学生们两两配对，
提子对弈。“这是初级入门班，小
的 4岁，大一点的 6 岁。”沙区围
棋协会负责人江舟告诉记者，这
个培训机构已开办了 5年，最初
连招生都难，但伴随近年人工智
能的推广，围棋成为许多家长对
孩子启蒙教育的选择之一。

谈到人机大战对围棋推广的
作用，曾与阿尔法狗交过手的重
庆围棋名将古力深有感触。他告
诉记者，通过人工智能与人类的
较量，可以让人深刻感受到围棋
的智慧魅力。古力表示，围棋作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富
有趣味性、策略性与竞技性，非常
适合对孩子早期的智力开发。

缺乏监管造成行业乱象

随着围棋培训市场的发展，
由于缺乏监管，各种问题也逐渐
显现。前不久，聂卫平对以自己
名字命名的围棋学校进行了打
假，让行业一度关注。

“由于很多围棋行政管理部
门没有执法权，造成培训市场的
监管不严，市场上的确出现了很
多不规范的行为。”重庆市棋院竞
训科科长、围棋职业三段陈为介
绍，对于培训机构的监管问题，市
棋院作为行政管理部门没有执法
权，也不敢向经营部门和培训老
师下发营业资格证或者培训证
书。他回忆，重庆曾出现过培训
机构卷款跑路的情况，虽然这个
机构跟市棋院毫无关联，但很多
受骗群众还是找到棋院讨说法。

根据近期记者走访调查发
现，重庆的大多数围棋培训机构
都是私人开办，没有资格证书或
相应师资证明。据陈为介绍，在
围棋界并没有“教师资格证”这样

的认证，所以培训师资的水平也
参差不齐，“那些有段位的老师还
好点，但也有很多老师仅仅是爱
好者，能力上还达不到教练的水
平。”同时记者还发现，不少围棋
机构都开办在家属区或者小区民
房内，教学条件有限。

突破瓶颈让围棋进校园

“重庆虽然出了古力这样的世
界冠军，但相比于上海、深圳等沿
海城市，重庆在围棋推广和普及上
还是比较落后。”沙坪坝区围棋协
会负责人江舟告诉记者，作为重庆
市最大的围棋培训机构，协会旗下
的培训机构也仅仅有300人的规
模，相比沿海动辄上千人的培训机
构，根本没法抗衡。

重庆市棋院竞训科科长陈为
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重庆与
沿海城市的差距主要体现在青少
年推广阶段，“在围棋领域，重庆

每年有10场左右的正规比赛，每
场参赛人数最多也就1000人，但
是沿海的比赛，随便都能轻松突
破2000人。”

据重庆市棋院不完全统计，重
庆市专业的围棋培训机构有30~
50家，不管是培训规模还是师资
力量都与沿海城市有巨大差距。

在古力的记忆中，至今对国
象进入青少年课程记忆犹新，他
告诉记者，只有当棋类运动走进
学校，才有利于大规模地推广。

其实，重庆的一些区县早已在
试点。在涪陵区，围棋成为中小学
重点培养的体育项目，区教委规
定，学生只要在市级棋类比赛上获
奖，就能任意挑选区内的中学，在
这样的刺激下，学习棋类运动的学
生多如牛毛。陈为表示，涪陵区成
功的案例可以借鉴，今后重庆市棋
院也会加强与市教委的对接，通过
棋类进校园，拉近这项智力运动与
学生之间的距离。

重庆商报讯 经历3个礼拜
的休赛期后，中超联赛第24轮重
燃战火。昨晚，重庆当代力帆坐
镇主场对阵辽宁开新。凭借“小
摩托”费尔南多的两个助攻，力帆
2：0 轻取辽宁，积分升至 34 分。
按照此前业内人士分析得出的
33分的“保级线”，力帆可以说已
经提前上岸了。但由于排名倒数
第二（16 分）的天津亿利少赛一
轮，理论上力帆还未成功保级。

“小摩托”变身“喂饼王”

在昨晚的比赛中，主场作战
的力帆很快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多次在对方禁区内制造危机。开
场仅仅 3分钟，卡尔德克就在禁
区内接到吴庆的传球，可惜头球
顶偏了。第30分钟，费尔南多将
球传给吴庆，后者连停带过随后
右脚劲射，皮球直挂死角，力帆率
先破门。下半场68分钟，又是费
尔南多。他开出的角球精准地找
到了禁区内的卡尔德克，后者高
高跃起，力压防守队员头槌将球
砸入网窝，力帆2：0领先对手，并
将比分保持到终场。

比起亲自破门，“小摩托”在
本场比赛中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
了“喂饼”上。除了两个进球外，
费尔南多还送出了多次妙传，如
果不是运气稍微差了点，本场比
赛“小摩托”早就完成了助攻“帽
子戏法”。目前，在某足球 APP
的数据统计中，“小摩托”凭借 8
个助攻排在第 4，只落后榜首拉

维奇4个助攻。

最后6轮几乎都是恶仗

本轮联赛结束后，力帆积分
已升至34分。此前，曾有业内人
士分析得出今年的“保级线”为
33分，因此力帆可以说已提前上
岸。但从理论上来讲，由于排名

倒数第二（16 分）的天津亿利少
赛一轮，力帆要确保保级成功必
须在最后 6 轮的联赛中继续拿
分。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 6 轮联
赛，力帆的对手都很强大，包括广
州双雄、北京国安、天津权健、北
京国安，除了长春亚泰外，联赛排
名都在力帆之前，可以说每场都

是硬仗。而力帆还有3个主场则
分别对阵广州恒大、上海申花和
广州富力，抢分难度不小。

谈及保级形势，力帆主帅张外
龙在昨晚的赛后采访中说道：“首
先能够拿到这个分数，球队现在应
该是比较安全。但我们所有人还
要努力达成更高的目标，一场一场
去拼，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淳

卡尔德克与队友庆祝进球 费尔南多 本组图片记者 李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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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区赖白路山体垮塌
白市驿往西永交通中断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整形医生给自己“变脸”后无证酒驾
人脸识别系统3秒让他“原形毕露”

火锅店打巨幅广告为员工征婚 将免费提供订婚宴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讯 7日上午，綦江区消防
支队支队长封红权带领消防监督执法人
员，走进辖区民营企业开展上门服务。

在打通镇新兴购超市，封红权听取
了企业负责人对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实地查看了超市供应基地，并对消防
控制室值班情况、消防设施运转情况进
行了检查。

就企业消防手续办理、消防技术服
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封红权进行了详细
解答，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和服
务工作，切实把《服务民营经济30条》落
到实处。

在安稳镇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
封红权走进电厂中控室，翻阅了值班记
录，询问了消防工作开展情况，并对企业
消防设施设备进行了检查。

■潼南万余学生上交暑期“消防作业”
9月开学以来，潼南区各中小学校近

万名中小学生向消防部门上交了暑期
“消防作业”。

据悉，这份包括消防法律法规、防
火、灭火、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的

“消防作业”经过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
力，得到了很好的完成。其中，作业要求
学生按照《家庭消防安全自查表》开展家
庭消防安全自查，要求学生家庭按照住
宅的户型，绘制一份家庭逃生路线图，标
明火灾危险地点和最佳逃生地点。此举
不仅提升了学生自查自纠火患的能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一批家庭消防安
全隐患。

■酉阳专项检查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5日下午，酉阳县消防大队对辖区土家

八千高层小区进行了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在小区，监督执法人员检查了每栋

楼的消防设施是否按标准设置、是否保
持完好有效；消防控制室功能及联动是
否能够正常运行；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
否被占用、堵塞、封闭等。

针对发现该小区水泵房一处开关故
障、部分烟感探头没有取下保护罩、喷淋
末端试水口压力指示阀故障等问题，检
查组督促管理单位进行限期改正。

重庆商报讯 10 日凌晨 5点，因突
降大雨，连接九龙坡白市驿和沙区西永
的唯一通道“赖白路”突遇山体垮塌。记
者昨日从沙区交巡警支队了解到，目前
赖白路双向交通已中断，不过山体垮塌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巡警提醒，往
返白市驿和西永的车辆请改道通行内环
或虎曾路。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抢
险，预计2天后交通可以恢复。

重庆商报讯 渝北区水晶郦
城的一家火锅店老板，在店门口
打出巨幅征婚广告，给店里的一
名女员工征婚，并称如果征婚成
功将送婚宴，新人可选择中餐或
者火锅。昨天，记者来到这家火
锅店了解真相。

火锅店打巨幅广告征婚

昨日下午 5 时许，记者来到
水晶郦城的这家火锅店看到，店
门口果然贴着一张巨幅征婚广
告。广告上有征婚者的照片：长
发、圆脸、大眼睛，左手托下颚，微
笑的样子很是吸引人。征婚广告
里说：如果您或者您的朋友对这
次征婚有兴趣，都可以联系我
们。如果征婚成功，火锅店将免

费提供订宴婚，可以是中餐，也可
以是火锅……这次征婚不是作
秀，不是广告……品行不佳想要
玩暧昧的人请回避。

“我们是9月5日贴出征婚广
告的，起初很多吃饭的客人都认为
我们是作秀，是在搞促销。”火锅
店的一个女员工说，但征婚的人确
实是他们店里的一名大姐，一点假
都没有。当吃饭的人见到她本人
后，大家才相信征婚广告没有假。

女老板真诚为员工征婚

记者了解到，征婚的女主角
姓李，家住四川德阳，今年42岁，
离异。李大姐告诉记者，她离婚
已经10年了，一直在重庆打工并
照顾儿子。21 岁的儿子今年考
上了大学，她于是准备回老家，不
想再在外面打拼。结果火锅店的
女老板执意要留下她。

“这家火锅店成立以来，我一直
在这里做事，大概有1年半了。”李
大姐说，女老板人很真诚，对她也很
信任。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难能可
贵的信任，让她对女老板很感激，于
是就留了下来。女老板知道她一直
单身，就给她出主意征婚。

“只要征婚成功，老板个人愿
意免费送我婚宴。”李大姐说，她
是真心征婚，身高 160 厘米的她
想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大、对感情
认真的人。李大姐说，自己之前
将征婚广告发给儿子看，没想到
儿子也支持她。“妈妈为了我，10
年没有找男朋友。”李大姐的儿子
告诉记者，现在他读大学了，母亲
有时间可以去找另一半了，他非
常支持母亲这样做。

只想为员工做点实事

这家火锅店的女老板告诉记

者，李大姐人很善良，做事也很认
真。她也知道李大姐一直单身，
于是经常向来吃饭的朋友推荐李
大姐，但都没有成功。这次李大
姐准备辞职，她成功挽留住李大
姐后，便征求其意见，给其打了征

婚广告。
“我只想为员工做点实事，是

真心希望她找到另一半。”火锅店
女老板说，她衷心希望李大姐征
婚成功，她不在乎订宴婚要花多
少钱。

身份证照片与本人差别大
男子声称给自己“整过形”

昨天，江北区交巡警渝澳大
队民警告诉记者，前天凌晨 5 时
许，他们接到报警称，在江北区兴
竹路半山华府小区门口，一名男
子因停车问题与小区保安发生纠
纷。该男子身上有酒气，可能存
在酒驾行为。民警接警后立即赶
到现场处置。

“我们到达现场后，从男子的
身上能闻到酒气，但该男子居然
不以为然。”民警说，他们要求该
男子出示驾驶证及身份证，同时
准备对其进行酒精呼气测试。这
名男子声称没有带驾驶证及身份
证，并自称叫付强。民警说，他们
按照该男子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
查询，发现的确有付强这个人，而
且也有驾驶证，但登记照片和这
名男子差距非常大。当民警提出
质疑，男子则回答道：“我是微整

形医生，自己对自己进行过整形，
所以样子和以前不一样了。

利用人脸识别系统
3秒就查出真实身份

民警介绍，以前警方也遇到
过整形后与本人身份证照片相差
很大的事。因此，这次他们也比
较谨慎。为了准确核实该男子身
份，民警将其送至案侦部门进一
步核实其身份。

“我们对这个男子的户籍信
息、家属信息等相关信息进行核
实，发现其说法有明显漏洞。”民
警说，不过该男子仍然坚持说自
己叫付强，但明显已底气不足。
随后，民警利用高科技人脸识别
系统，将该男子照片导入系统进
行识别。仅用3秒左右的时间，系
统就列出了不同相似度的人员信
息。其中一人叫周某，辽宁人，与
该男子的照片相似度高达 99%。

面对识别结果，该男子露出慌张
神色。经询问，该男子的心理防
线彻底崩溃，终于承认自己就是
系统识别出来的周某。原来，周
某是一名整形医生，他觉得自己
整形前后的面容出入较大，以为
可以骗过民警。谁知还是被民警
用高科技手段查了出来。

涉嫌多项违法行为
男子将被警方严惩

据了解，周某之所以冒充付
强，是由于朋友付强有驾驶证。
而民警核查周某信息后发现，周
某根本没有驾驶证。

民警随后依法将其带到附近
医 院 进 行 抽 血 检 查 ，结 果 为
67.2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目前，该男子因涉嫌寻衅
滋事，以及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
证驾驶、冒用他人身份等多项违法
行为，正在进一步接受警方处理。

冬春消防
安全专栏

綦江消防走进民营企业
开展上门服务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火锅店在店门口打出征婚广告 记者 郑三波 摄

2016 年 5 月 3 日，一名眉目
清秀的渝北美女准备乘飞机前
往宁波出差时，却在江北机场
过安检时“卡了壳”：身份证上
的她和真实的她，怎么看都不

像是同一个人，原来是整容惹
的祸。据这位“人造美女”刘某
介绍，她之前在重庆某整形医
院对自己的下巴、眼睛做过简
单的整形手术。

对周某进行酒精测试 江北警方供图

女子整容未换身份证 机场过安检被拦

周某是一名整形医生，对自己进行了整形“变脸”。结果他酒后驾车与人
发生纠纷，民警在核对其身份时，发现其身份证照片与本人完全不符。最
终，民警使用人脸识别系统进行比对，仅用3秒钟就让周某“原形毕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