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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法兰克福 10 月 11 日电
“我生在水边，长在水边。那是中国大地
上无边无际的水网地区。我的空间里到
处流淌着水……”11日上午，来自法兰克
福国际书展 4 号馆 C20 号展台的一段温
暖抒情的独白，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聆听。

台上的演讲者正是国际安徒生奖获
得者、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
他目光如炬，语速平缓，深情地回忆着他
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诸多作品“因
水而生”的创作经历。

当天，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德文版在第69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举
行新书发布会。这已不是《草房子》第一
次走进海外市场，也不是曹文轩的作品
第一次被译成德文。

据介绍，《草房子》由江苏凤凰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版权已输出到日本、韩
国、越南、新西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等
国，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发行。

尽管如此，在儿童文学底蕴深厚的
德国，在距格林兄弟故乡仅 20 公里的法
兰克福，在全球规模最大的书展上，曹文
轩对《草房子》德文版的面世依然欣喜不
已。他说，虽然自己不懂德语，但喜欢并
擅长讲故事，既有小说里的故事，也包括
一个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成长和创作的故
事，这些故事应该让世界上更多的读者
听到。

“我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世界的注
意，是因为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故事情
节不会因语言的改变而变化。”曹文轩对
新华社记者说，像《草房子》这样的作品
具有较强的可翻译性。

《草房子》德文版出版商德国龙家出
版社社长诺拉·弗里施（中文名傅愉）对
曹文轩作品的故事性印象深刻，这也是
吸引她致力于在德国翻译并出版多部曹
文轩作品的重要原因。

“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
文字。”曹文轩说，水性好比诗性，写作

《草房子》《青铜葵花》等就是无条件地向
诗性靠拢。

在他看来，诗性，表现在语言上，是
去掉一些浮华、做作的辞藻，让语言变得
干净、简洁，叙述流畅自如又韵味无穷；
表现在情节上，是不去营造大起大落的、
锐利的、猛烈的冲突，而是和缓、悠然地
推进，让张力尽量含蓄于其中；表现在人
物的选择上，是撇开那大红大紫的形象、
内心险恶的形象、雄伟挺拔的形象，而选

择一些善良的、纯净的、优雅的、感伤的
形象……

“我认为曹文轩的作品不仅适合德
国的孩子们阅读，我也愿意将其推荐给
德国的成年人。”弗里施评价道。

正如新书发布会的主题“让世界心
动的童年”，曹文轩用他的作品讲述着让
世界心动的少儿故事，这些故事得以通
过各种语言走向世界，得益于中国文化
的自信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近几年，中国文学之所以能走向世
界，与祖国的强大有关，”曹文轩强调，

“我的背景是中国。”
他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我们完全可以自信而优雅地对
那些在门外溜达、向内窥望的人说，“请
进，这里有好看的风景”。

——记曹文轩《草房子》德文版发布会

讲述让世界心动的少儿故事

新华社法兰克福 10月 11日电
（记者胡尊元）中国外文出版社 11日
在第69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与各
方签署了《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
路发展纪实》一书的德文版、阿拉伯
文版和俄文版的国际合作出版协议。

由作家王雄撰写的长篇报告文
学作品《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
发展纪实》忠实记录了中国高铁发展
的艰难历程，全面反映了中国高铁的

飞速发展和辉煌成就。于 2016 年由
外文出版社以中英双语同时出版发
行。

《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
展纪实》计划由外文出版社用中、英、
德、俄、阿、西、法、日文共 8个文种自
主出版或合作出版，面向全球发行。
这是首部面向国际社会全景式再现
中国高铁发展历程、权威解读中国高
铁的拓荒式作品。

《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
国际合作出版协议在法兰克福签署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10月11日电
（记者王平平 沈忠浩）由北京时代
华语国际传媒公司出版的贾平凹长
篇小说《带灯》英文版11日在第69届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举行首发式，受到
国外文学爱好者关注。

《带灯》是贾平凹 2013 年发表的
一部中文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位充满
文艺青年气息的女大学生到基层乡
镇政府工作，负责任地处理农村各种
复杂矛盾的故事。小说从一个乡镇
的角度，折射出中国正在发生的震撼
人心的变化。作品现实感极强，在国
内广受赞誉。

中国驻法兰克福副总领事孙瑞
英、法兰克福书展副总裁柯乐迪女士
出席了新书发布会并致辞。

贾平凹特意通过视频对与会者
表示：“《带灯》反映的是中国乡镇发
生的故事，在大变革的时代人们追求
美好生活，但社会环境变得错综复
杂，各种矛盾不断涌现，这部小说受
到国内读者的欢迎。希望翻译成英
文后国外读者也能同样喜欢它。”

德国汉学家、维尔茨堡大学汉学
系教授阿尔滕布格尔（中文名安如
峦）对《带灯》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带灯》是贾平凹首次以女性为小说
主人公的作品。贾平凹许多作品反
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价值观
矛盾、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阴暗面，平
易近人，语言生动。如果他的作品翻
译得完美的话，他的影响力不只在中
国，也会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

贾平凹小说《带灯》英文版
在法兰克福书展举行首发式

10月11日，在德国柏林，人们在《传神雅聚——中国明清
肖像画展》上参观。

由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主要参展方的《传神雅聚——中
国明清肖像画展》11日晚在德国柏林开幕。此次画展由德国
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博物馆主办，是在欧洲举办的首次

大规模中国肖像画展，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机构也提
供画作参与了展出，展品主要涉及祖先像和文人像两类中国
绘画题材，以及与画作相关的精美服饰。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2018年1月7日。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中国明清肖像画展在柏林开幕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0月11日电
（记者赵焱 陈威华）巴西奥委会11日召
开特别大会，同意卡洛斯·努兹曼提交的
辞去巴西奥委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同时
由副主席保罗·万德雷接任该机构主席。

努兹曼是连续六届巴西奥委会主
席，任期原本应在2020年结束。但本月
5日他被巴西警方在名为“非公平竞争”
的行动中拘捕，6 日他在狱中发表了签
名信，请求辞去巴西奥委会主席职务。

在当日的特别大会上，努兹曼的律
师宣读了他的辞职信，巴西奥委会委员
以及 30 个单项协会代表出席。会议接
受努兹曼辞去奥委会主席职务的请求。

根据巴西奥委会章程，如果主席职
位空缺，副主席自动接任，然后投票再选
举一名副主席。接任主席职务的万德雷
曾任巴西柔道协会主席。万德雷在自动
成为主席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巴西
奥委会面对危机团结一致，他说：“现在
不是指指点点的时候，而是应该团结，我
相信我们会克服暂时的困难。”

努兹曼5日被拘捕后，9日里约热内
卢第七联邦刑事法庭法官布雷塔斯接受
联邦检察院的请求，对努兹曼进行无限
期预防性拘捕。与努兹曼一起被拘捕的
还有其副手、巴西奥委会运营部主任格
里纳，他们二人涉嫌参与里约申办奥运
会时向国际奥委会委员行贿购买选票的
行为。

国际奥委会6日宣布暂停向巴西奥
委会拨款，同时停止努兹曼作为国际奥
委会荣誉委员的一切权利，并将他开除
出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

巴西奥委会接受努兹曼
辞去奥委会主席职务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白瀛）由徐克监制、编剧，袁和平执导
的古装奇幻电影《奇门遁甲》12 日在
京宣布定档12月15日。这是袁和平
再次执导同一题材电影，也是他与徐
克时隔24年再度合作。

奇门遁甲原是中国古代术数著
作，是中国古代人民在同大自然作
斗争中总结出的一门传统文化遗
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事、生活、
社会制度及天文、地理、物候等方方
面面。

1982年，袁和平即执导过同名电
影，讲述了少年树根在奇门、遁甲两
个侠士的帮助下铲除武林败类的故

事，由梁家仁、袁祥仁、袁日初、袁信
义等主演。

对于再次执导同题材电影，袁和
平说，新版电影带有明显的科幻色
彩，讲述众江湖人士为寻找强大秘密
武器击败天外来客的奇幻冒险旅程，
由董成鹏、倪妮、李治廷、周冬雨等联
袂演出。

24 年前曾在《黄飞鸿之铁马骝》
中与袁和平合作的徐克说，中国人很
少拍“天外来客”，这一次就是想填补
中国电影的题材空白，将中国古代文
明与“天外来客”的传闻相结合，在中
国美学特征框架下表达自己对外星
文明、外来文明的兴趣和思考。

徐克袁和平时隔24年再联手

《奇门遁甲》填补
中国电影题材空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卢羽晨）拳力联盟 12 日消息，中国重庆
万盛石林 2017 年拳力巅峰 WBO（世界
拳击组织）亚太区年度总决赛即将于11
月2日开战。

总决赛共有 9 场，届时将同时诞生
WBO、WBA（世界拳击协会）、WBC（世
界拳击理事会）、IBF（国际拳联）四大职
业拳击组织的6条腰带，包括2条大中华
金腰带、3条洲际金腰带和1条洲际银腰
带。

中国拳手李同辉、曲鹏、阿力木-吾
守尔将迎来职业生涯的重要时刻，他们
将在总决赛上争夺个人首个职业洲际头
衔。

此次年度总决赛由重庆万盛经开区
体育总会、重庆万盛黑山谷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重庆万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主办，盛力世家（上海）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等联合推广。

拳力巅峰世界拳击组织
亚太区年度总决赛将开战

新华社海牙10月11日电 2018
年世界杯决赛圈没有了荷兰队！可
在 7 年前和 3 年前，“橙衣军团”还曾
是南非世界杯的亚军、巴西世界杯的
第三名。荷兰足球到底怎么了？当
地媒体分析出国家队水平急速下滑
的三大原因。

在10日的世预赛中，尽管赛后宣
布退出国家队的罗本打入两球，但未
能改变荷兰队出局的命运。与此同
时，罗本告别国际大赛，宣布了一段
荷兰足球辉煌期的终结——罗本、范
尼、范佩西、斯内德、范德法特、库伊
特等一大批球星的组合，几乎就要在
他们的巅峰期打破“无冕之王”的宿
命，但他们的时代如今已彻底落幕。

技战术水准下降
“荷兰足球已经丢失了创造性和

胆量。”专栏作家胡戈·博斯特在赛后
失望地写道，“宇宙中已没有第二支
球队像荷兰队那样有那么多的回传、
那么多的扯边。而恰恰相反，足球应
该纯粹而简单，就是向前、直接、强
硬。”

对此，职业球员出身、现担任评
论员的马尔科·范德海德分析说：“我
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战术水准。荷兰
国内怎么踢，欧洲其他国家怎么踢，
已经有了极大反差。”

他举例说：“我们在荷兰讲防守，
还是主要盯对方球员，而大部分其他
球队都是采用区域防守的原则，这就

意味着能覆盖更多空间，而不是哪几
个球员，这样防守中的空当就不容易
被对手利用。”

传统理念落后
由传奇球星克鲁伊夫发扬光大

的“全攻全守”理念，曾带给“飞翔的
荷兰人”连续闯入两届世界杯（1974、
1978）决赛的辉煌，并深刻影响了世
界足坛。但如今，这套理念缺乏延续
性的创新。

随着越来越多的荷兰教练到海
外执教，荷兰足球的战术已经被越来
越多的国家所熟知，他们在对阵荷兰
队时会有针对性的部署。

“我们踢球的方法太根深蒂固
了。10年前成功的理念，也许在今天
已不是那么有效了。”范德海德说。

“而同时，我们对于荷兰以外的
世界足坛正如何进步、现在的足球怎
么踢更有效果，却关注太少。”

球员青黄不接
荷兰媒体还一致呼吁，荷兰足球

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抓紧开始备战
2020年欧锦赛。但是，第三个问题却
难以解决。NRC 日报称，“‘橙衣军
团’需要重新开始，但是哪些球员能
依靠呢？这还需要几年时间。在罗
本告别国家队生涯后，球队前景突然
黯淡起来。”

范德海德说：“很显然，我们现阶
段没有高质量球员。但你可以弥补
它，比如先做好防守。”

外媒总结荷兰足球三大败因

本报讯 （记者王民峰）10 月 12
日下午，全市球类运动会首场比赛网
球项目联赛在平顶山学院体育馆开
赛，75名选手将进行为期 4天的激烈
角逐。这意味着，设置有足球、篮球、
排球、网球等项目的全市球类运动会
正式拉开序幕。

全市球类运动会由市体育局主
办，旨在推进我市足球、篮球、排球、
网球等球类运动的发展，搭建我市球

类项目交流、展示的平台。市直各单
位，各县（市）区教体局，各大中专院
校，各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校，均可
参赛。比赛时间为10月至11月。

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体育
工作，在决胜全面小康、打造健康鹰
城的进程中，坚持把发展体育事业作
为民生大事来抓，推动竞技体育、群
众体育、体育产业等各项体育事业全
面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比赛时间为10月至11月

全市球类运动会拉开序幕

右图：10月12日，彭帅在比赛后。
当日，在天津团泊国际网球中心举行的2017年

WTA天津网球公开赛单打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
彭 帅 以 2 0 战 胜 同 胞 王 曦 雨 ，晋 级 八 强 。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10 月 12 日，2017 年 ATP 上海大师赛单打第三
轮比赛激烈进行。

右图：阿根廷选手德尔波特罗以21战胜德国
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夫，晋级八强。图为德尔波特
罗庆祝胜利。

右中图：西班牙选手纳达尔以20战胜意大利
选手弗格尼尼，晋级八强。图为纳达尔赛后庆祝。

下图：克罗地亚选手西里奇以20战胜美国选
手约翰森，晋级八强。图为西里奇在比赛中庆祝得
分。

新华社记者 凡军 摄

网球上海大师赛

天津网球公开赛

据新华社天津10月 12日电 太平
洋联盟·2016-2017 中国十佳高尔夫教
练评选暨中国十佳高尔夫教练评选十周
年庆典12日在天津落幕，最终的10位获
奖者分别是：古书涛、黄永欢、黄正磊、孔
祥娟、孙鹏、唐伟、王纯、张雄武、郑金旦、
曾文弘。

本届十佳高尔夫教练评选延续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设立了严格专业
的教学评测标准。许多奋斗在教学一线
的高尔夫教练踊跃报名，诸多专业机构、
球会、球队也积极推荐候选者，最终 20
位教练入围了本届评选。

由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下属《高尔夫》
杂志主办的“中国十佳高尔夫教练评选”
始于2007年，是中国高尔夫教练评选无
可争议的先行者，该评选迄今已走过10
个年头，为中国高尔夫球友及从业人员
甄选出了数十位出类拔萃的高尔夫教
练。

2016-2017中国十佳

高尔夫教练评选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