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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 2018 年
世界杯足球赛多个大洲的预选赛当地时
间10日结束了常规阶段的争夺，其中阿
根廷、葡萄牙队凭借末轮的胜利直接晋
级俄罗斯世界杯，而荷兰、智利等传统强
队则被淘汰出局。

在南美区的一场焦点大战中，只有
获胜才能至少确保附加赛资格的阿根廷
队依靠梅西的帽子戏法，以31逆转战
胜厄瓜多尔队。由于智利队 03 惨败
给巴西队且哥伦比亚队与秘鲁队 11
战平，阿根廷队升至积分榜第三位，与巴
西、乌拉圭、哥伦比亚队携手出线，秘鲁
队则将与新西兰队进行附加赛，而拥有
桑切斯的智利队则排名第六，遗憾告别
世界杯。

欧洲区也在当天产生了最后两支直
接晋级的球队，葡萄牙和法国队分别战
胜瑞士和白俄罗斯队，拿到了世界杯决
赛圈门票。需要一场大胜方能参加附加
赛的荷兰队虽然20战胜瑞典队，但仍
因净胜球劣势出局。欧洲区另外7支出
线的球队分别是德国、塞尔维亚、波兰、
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和冰岛。

在北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巴拿马
和洪都拉斯队分别战胜了已经提前晋级
的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队，而此前出线
形势最好的美国队却12输给已经出局
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这样，巴拿马
队锁定了本区第三个晋级名额，洪都拉
斯队将与澳大利亚队进行附加赛，而美
国队则无缘出线。

非洲区预选赛将在 11 月进行最后
一轮的争夺，此前尼日利亚和埃及队已
经提前一轮出线，加上亚洲区的日本、韩
国、伊朗、沙特以及东道主俄罗斯，目前
共有 23 支球队已经确定参加 2018 年世
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廖翊）作为中国文学研究
界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专业
学术刊物，走过60年非凡历程的

《文学评论》，10日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举行纪念大会。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在过去
的60年里，《文学评论》始终坚定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
坚持立足学术、心系国家、服务
社会、关注现实的办刊思路，形
成了博大、深厚、严谨、求实的学
术风格。

大家认为，《文学评论》最可
贵的是始终密切关注社会现实，

把握时代脉搏，体现了鲜明的思
想品格；围绕重大理论问题与现
实问题，开展积极的学术交流，形
成了重要的学术特色；同时，不拘
一格扶持青年学人，刊发了一大
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培
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学研究专家、
学者，对繁荣我国当代文学研究
事业，推进学术发展，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科院领导表示，《文
学评论》将在新的起点上做到胸
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积极推
动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为创
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
艺高峰作出新贡献。

关注现实·注重学术·培养学人

《文学评论》走过60年

经历被涨价、被撵和被恶意竞争的太原小
伙儿刘鹏今年狠下心改造了一座属于自己的
篮球馆。

今年刚 25 岁的刘鹏，在太原的“篮球培
训界”已是小有名气了，除了带学生、搞培训，
还不时会被各个单位或企业的篮球队请去当
教练，带队参加各种业余比赛。

看着每天爆满的球馆，刘鹏忙碌之余大
舒一口气。“说实话，投资这么大，心里也没
底，好在市场反应不错。”

作为曾经山西大学校篮球队后卫的刘
鹏，在校园时并没有“好好打球”，在大一就和
同学创业了。他说：“搞篮球培训，太原是篮
球城市，CBA 和 WCBA 都有强队，篮球氛围
很浓，很多人都喜欢篮球，也愿意花点钱让孩
子接受系统的篮球基础培训。”

虽然刘鹏2014年才大学毕业，但是培训
已经做了六七年，带出来了 3000 多名学生。

“主要是以6到18岁的学生为主。”
但这些年，刘鹏做得并不开心，场地问题

成了他难以绕过的坎儿。
“干了五六年，换了十来个场地。”刘鹏

说，太原的室内场地一直特别紧张，私营的很
少，一些事业单位、国企和新建的大型小区有
不少球馆，但都不对外。为此，刘鹏租过学
校、酒店的篮球馆，但都难以长久。

“看你干得好，就涨价或者撵走你，他们自
己干。”去年有个场地竟然涨价到了三四倍的
价格，为了市场和品牌，刘鹏赔钱坚持了一期。

这让刘鹏下定决心拥有自己的球馆。他和
友人在太原的老城区青年路附近找到了一个老
旧乒乓球馆，签了个长期合同租了下来，花了几
个月时间改造成了一座一个半场地的室内篮球
馆。

“房租一年一付，第一年的房租加上改造
费用，花了 80 万元左右，现在每天需要 1000
多元的灯光等维护费用。”

刘鹏并不担心赔钱，球馆位于太原的中
心城区，周围小区、学校和医院多，但体育设
施少，像样的室内球馆基本没有，不愁没有来
打球的人。刘鹏还专门租下了20多个车位，

“配套设施、区位、场馆情况，都是优势”。
“这几年篮球市场的氛围愈发浓厚了。”

刘鹏说。“现在 80 后的父母更注重健康和高
质量的生活方式，对篮球接受程度很高，也愿
意为了培养孩子的健康兴趣爱好做投资。”将
11岁儿子送去篮球培训的宋刚说。

火爆的市场印证了刘鹏的想法，他的球
馆经过前期简单预热，现在已经开始步入正
轨，200元每小时的半场费用，并未阻拦住众
多篮球爱好者的脚步，而且还得预约。

（据新华社太原10月11日电）

一个“90后”太原
小伙儿的篮球创业路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徐
征）2017奥迪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
将于11月3日至5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
行。这是花滑大奖赛落户中国的第15年，
也是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第 10 次中国
杯。中国花样滑冰队尽遣主力出战，将与
来自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 名世界顶级运
动员一决高下。

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是由国际滑冰联
合会主办的国际顶级赛事，本赛季的中国
杯大奖赛作为6站比赛中的第3站，吸引了
包括两届男单世锦赛冠军费尔南德斯、女
单世锦赛冠军图克塔米谢娃等众多世界级
名将参赛。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刘成亮说：“这是花滑大奖赛连续第 15
年与中国冰迷相约。作为奥运赛季的重大
国际赛事之一，众多国内外选手寄希望于
通过中国杯的比赛争取积分、积累经验，以
期在明年的奥运赛场上有更佳表现。同
时，中国杯的顺利举办对于北京冬奥会场
馆和赛事运作测试也有着十分积极的参考
价值。为北京冬奥会做好筹备工作也是工
作目标之一。虽然我们已经承办了 14 年
赛事，但我们希望每一年的赛事都让参赛
者和观众们有着独特的体验。”

作为 2018 年平昌冬奥会重要的选拔
赛事，中国花样滑冰队派出了全部主力出

战。2017 年世锦赛双人滑冠军隋文静/韩
聪、2017 年亚冬会双人滑冠军于小雨/张
昊、2017世锦赛男单铜牌得主金博洋、亚冬
会冰舞冠军王诗玥/柳鑫宇、亚冬会女单亚
军李子君都将参加争夺。

在年初摘得中国双人滑世锦赛金牌的
隋文静/韩聪将带来全新节目《哈利路亚》
和《图兰朵》。这也是他们本赛季在国际赛
场的首次亮相。中国花样滑冰队总教练赵
宏博表示，目前中国队整体备战情况都不
错，而对隋文静/韩聪将重新演绎《图兰朵》
也是非常期待。赵宏博说：“中国杯是国家
队队内重要选拔的一站重要赛事，我们将
按照队员的积分来选拔出参加平昌奥运会

的11人名单。今年5月三个项目全部集中
在北京集训，整体备战情况还都不错。”

2003 年赵宏博与搭档申雪一起完美
演绎了《图兰朵》从而获得了他们的第一
个世界冠军。《图兰朵》也因此成为申雪和
赵宏博最为经典的作品。对于隋文静/韩
聪的全新演绎，赵宏博表示相当期待。他
说：“隋文静/韩聪在之前的队内测试表现
不太理想，但目前状态还不错，动作的成
功率和质量都有所上升。他们俩的动作
在 5 月进行了全新的编排，选曲《图兰朵》
我很期待也很喜欢，大家知道我也滑过这
个曲子，我很期待他们对《图兰朵》的新的
诠释。”

本报讯（记者巫鹏）10月11
日记者从宝丰县文联获悉，在近
日举办的第四届“岳池杯”中国
曲艺之乡曲艺展演中，来自该县
的中国曲协会员李素红一行携
精心排练的河南坠子《医患情》
参加展演并获得好评。

此次活动由中国曲艺家协
会、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四川省曲艺家协会、中共
岳池县委、岳池县人民政府承
办。来自全国曲艺之乡的 36 支

代表队的 39 个曲艺节目参加展
演。

宝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这一全国一流的曲艺之乡艺术
大会演，指定该县文联负责曲艺
节目排练、选送工作。自2011年
以来，该县先后选拔了陆书娟、
陆文娟演唱的河南坠子《敬老院
里结良缘》、李春营等演唱的三
弦书《新农村更比天堂美》、邢玉
秋演唱的河南坠子《靠山石》等
参加展演。

中国曲艺之乡曲艺展演举行

宝丰县优秀节目《医患情》获好评

本报讯（记者韩江法）10月
10日上午，2017全国“金秋十月”
湛河区科普书画基地（陈家大
院）首届书画展开幕式在湛河区
马庄街道西铁炉村陈家大院举
行。

此次活动以“创新驱动发
展，科学破除愚昧”为主题，突出
科技兴国、科技强国、歌颂党和

社会主义、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等
主要内容，邀请国家著名科技专
家、国家知名书画家和社会知名
书画家参与，共收到 118 人的
157幅作品。经专家评审，135幅
书画作品入展，其中，特邀名人
名家书画作品62幅。

此次书画展为期一个月，市
民可免费参观。

湛河区科普书画基地
（陈家大院）首届书画展开幕

花滑大奖赛中国杯再度来袭
隋文静/韩聪将全新演绎《图兰朵》

阿根廷笑荷兰哭 23队已出线

10 月 11 日，中国选手逯佳
境（左）和王蔷在比赛中击掌庆
祝得分。

当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
举行的2017WTA香港网球公开

赛双打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选手
逯佳境/王蔷以20战胜二宫真
琴（日本）/沃拉乔娃（捷克），晋
级下一轮。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 摄

香港网球公开赛：
逯佳境/王蔷首轮晋级

新华社阿姆斯特丹10月10日电 在
10 日进行的 2018 年世界杯足球赛欧洲
区预选赛 A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荷兰队
虽以 20战胜瑞典队但仍被淘汰出局。
在比赛中包办两粒进球的荷兰球星罗本
赛后表示他将退出荷兰国家队。

在这场与瑞典的生死战中，荷兰队
至少需要净胜对手 7球才有机会进入附
加赛。罗本在比赛第 16 分钟和第 40 分
钟两度建功，可仍无力改变“橙衣军团”
出局的命运。本场比赛过后，罗本在国

家队的数据也被定格在了96场37球。
今年33岁的罗本在2003年4月荷兰

对阵葡萄牙的比赛中首度代表国家队出
场，此后他曾带领球队打进 2010 年南非
世界杯决赛，但球队在比赛中负于西班
牙队。4年后的巴西世界杯，罗本又率队
闯入4强。

“14年了，这是一段美丽而伟大的时
光。”罗本说，“我会一直记得 2010 年和
2014年世界杯，那是我最美好的回忆，那
两次赛事使我们成了一支真正的队伍。”

罗本宣布退出荷兰国家队

新华社银川10月11日电（记者艾
福梅）记者11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
厅和青铜峡市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宁夏引黄古灌区正式列入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黄河流域主
干道上产生的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

自治区水利厅厅长白耀华介绍说，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宁夏引黄古灌区成功列入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名录，填补了宁夏申遗空白，向

世界亮出了‘塞上江南’的亮丽名片。”
宁夏引黄古灌区是中国历史最悠

久、规模最大的灌区之一，至今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自秦汉以来，以无坝引水
为主的灌渠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灌区范
围逐步扩大，目前灌溉面积828万亩。

宁夏引黄古灌区自秦朝起就开始屯
垦开发，历经汉代的移民开发、屯垦凿
渠，唐代的筑堤引水、垦荒开田，元代的
因旧谋新、建闸设堰，明代的疏浚修治、
改立石闸，清代的“地丁合一，奖励开

垦”，推动了宁夏平原由游牧文明向农耕
文明转变和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

同时，遍布宁夏引黄古灌区的古渠
系历经各个时期的开凿延伸，形成了完
善的无坝引水、激河浚渠等独特的工程
技术，灌排渠系布局合理，管理制度完
善，至今还在正常运行。

今年，除宁夏引黄古灌区外，陕西汉
中三堰和福建黄鞠灌溉工程两个项目同
样入选。至此，中国共有13处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

据新华社日内瓦10月11日电 11日，国
际足联前秘书长瓦尔克因禁足 10 年的制裁
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提出申述。

听证会之前，瓦尔克对媒体说，“我不知
道这样的制裁是否公正，但为了更加公正的
判决，我必须为自己辩护”。

瓦尔克的律师称，瓦尔克先生被判禁足
10年，这样的制裁本身就存在问题。瓦尔克
的职业生涯不应该因此终结。

今年 56 岁的瓦尔克 2003 年进入国际足
联。2016年，国际足联重拳整治贪腐，瓦尔克因
非法销售世界杯门票、低价出售世界杯电视转
播等罪名，被判禁足12年，后因申诉减至10年。

瓦尔克就禁足令提出申述

据新华社上海 10 月 11 日
电（记者朱翃 郭敬丹）上海旗
忠网球中心11日迎来了一场“双
师会”——斯诺克大师丁俊晖与
网球大师加斯奎特来到外场与
球迷们亲切交流，两位大师的跨
界互动吸引众多球迷关注。丁
俊晖同时也为将于11月13日开
杆的 2017 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
赛造势。

11日下午，丁俊晖出现在上
海网球大师赛的比赛现场，兴致
勃勃地观看了哈里森与迪米特
洛夫的精彩对决。丁俊晖表示，
自己也是一位地道的网球迷，时
常会收看电视转播，有时也会到
现场感受网球运动的优雅和激
烈。丁俊晖坦言自己是一名“奶
粉”，费德勒全面的技术、顽强的
意志，是自己学习的楷模。对于
还有一个月时间就将开始的斯
诺克上海大师赛，丁俊晖的目标
就是卫冕。

之后，丁俊晖与网球名将加
斯奎特一同现身家庭生活馆，与
主持人和球迷们分享对网球、对
斯诺克的感悟。丁俊晖不仅为4
位幸运球迷送上了自己签名的
斯诺克红球，还与加斯奎特互赠
球杆球拍。两位大师颇有创意
的跨界致敬，让人们感受到了小
球运动的魅力。

创办于 2007 年的斯诺克上
海大师赛，已经走过了 10 个年
头。在2016年之前，斯诺克上海
大师赛有一个“魔咒”：从来没有
一位选手能两次夺冠。直到去
年，丁俊晖二度捧杯，才使得这
一魔咒作古。目前，丁俊晖状态
正佳，在前不久进行的玉山世界
公开赛中刚刚夺得职业生涯第
13个排名赛冠军。

记者获悉，2017斯诺克上海
大师赛在赛制上有所创新，正赛
选手增加至64名，比赛的总奖金
也将增加到70万英镑。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下月13日开杆
丁俊晖亮相旗忠“双师会”

宁夏引黄古灌区被列入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这是位于黄河岸边的宁夏青铜峡黄河楼（4月27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10月10日，阿根廷队球员梅西（中）与队友庆祝。 新华社发

10月11日，龙舟队在融江河上训练。
连日来，在广西融安县融江河上，来自广

西融安、融水、三江等县区的 30 余支龙舟队
积极备战，为即将于12日举行的融安县第十
九届龙舟大赛做准备。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备战金秋龙舟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