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布里斯班１月１７日电 以
0比1输给韩国队， 澳大利亚主帅波斯
特科格鲁对这一结果感到失望。 谈到
同中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波斯特科
格鲁在17日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

波斯特科格鲁说：“比赛就是这
样。在我看来，这样的结果很失望。”

当被问及赛前是不是刻意安排替
补阵容从而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对阵中
国队时， 波斯特科格鲁说：“我们赛前
并没想对手会是谁，三场小组赛，我们
只是一场一场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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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2015年1月， 湖南文艺出版界不断收
到从北京传来的好消息。

1月7日，有出版界“奥斯卡”美誉的
“2014中国书业年度评选”揭晓，湖南文艺
出版社从全国近600家出版社中脱颖而
出，获得“年度出版社”荣誉，该社出版的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书也一举获得“年
度畅销书”殊荣。 1月8日，由该社出版的
《爱历元年》和《讨山记》荣获“2014年度中
国影响力图书”称号。 1月9日，阎真最新长
篇小说《活着之上》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
会，获业界专家高度赞扬，使湖南文艺出
版社再度成为焦点。

作为一家地方文艺出版社，究竟有何
过人之处？ 如何能获得国内一线作家青
睐？ 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南传媒集团副
总经理、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

“原创力就是竞争力”
“原创文学的出版能力就是一家文

艺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刘清华透露，
从2004年开始， 湖南文艺出版社正式启
动了打造“中国原创文学出版基地” 的
计划。

“我们开发了一系列原创文学出版项
目，如打造‘大风原创长篇小说系列’、‘犀
角原创丛书’等核心品牌，建立北京‘原创
之春’发布平台，创建‘原创文学作家库’，
出台文学重点图书、畅销书的扶持政策和
运作机制等。 近年来，我们转变出版理念，
实现从经营‘作品’到经营‘作家’的转变，
一本图书从创作到出版，我们为作家提供
全方位服务，实现全方位合作。 ”

刘清华要求编辑们一方面研究市场，
一方面也贴近作家，争取对每一个重大选
题都能够做到提前介入。 无论是重现中国
改革开放进程、撰写深圳特区设立前后的
恢弘大著《命运》， 还是弘扬抗冰精神的
《南方冰雪报告》，无论是展现袁隆平人格
魅力、 关注世界粮食安全的 《不再饥
饿———世界的袁隆平》， 还是注目国企改
革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这些作品都是
扎根时代土壤开出的生命之花，具有深远
的影响。

“‘文学’为立社之本”
“‘文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立社之

本。 ”在刘清华看来，中国出版业的竞争十
分激烈，重复出版、低俗的文化垃圾充斥
着图书市场。 但是，在人心浮躁的时候，如

果一个出版社也随波逐流，它将面临更大
的危险。 因此，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目标是
打造中国原创文学出版高地。

为聚拢中国的一线作家， 湖南文艺
出版社不仅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芙蓉》
杂志作为团结作家的纽带和桥梁， 还开
发了“名家作品系列” 和“中国作家走
向世界丛书” 等图书方阵。 先后出版了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柳建伟、 张炜的系
列作品， 著名作家王跃文、 曹乃谦的系
列作品； 出版了韩少功、 张承志、 迟子
建、 苏童、 李锐、 方方、 王蒙、 史铁生
等多位著名作家的作品。

“这些作家的加盟，壮大了我们社的
作家阵容，也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刘清
华充满信心地说，“争取每年出版5至10部
最好的长篇小说，等20年后，我们再回过
头来看，那场景就蔚为壮观了。 ”

“要与作家成为知心朋友”
“全国百佳出版社”、“全国一级出版

社”……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无
疑是吸引“大家”、“名家” 的一个主要因
素。

然而，除了品牌影响力，编辑的个人
素养也是关系是否能拿到“好作品版权”

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对编辑的要求，是要与作家成为

知心朋友，达到心灵的共鸣。 ”在刘清华看
来，作家既需要“尊重”，更需要“理解”。 作
为一家出版社，作为一位责任编辑，只有
做到与作家产生共鸣， 才能得到他的认
可。 能否感动作家，关键是编辑是否用了
心。

“举个例子。 当年陆天明写《命运》一
书，全国多家出版社争着抢着要拿这本书
的版权。 而我们文艺社的一位30多岁的女
编辑，花了两个月时间，读完了陆天明所
有作品，写出了厚厚一叠读书笔记。 她带
着对陆天明创作的理解，带着厚厚一本关
于陆天明新作的营销方案，冒着大雪赶到
了陆天明家，一一讲给他听。 最后，深受感
动的作者把《命运》 一书的版权给了我
们。 ”

在刘清华看来，发生在编辑身上的类
似例子，还有很多。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
反应快、效率高、能力强的专业团队，湖南
文艺出版社才能取得丰盛硕果。

刘清华说：“文艺不能成为市场的奴
隶。 作为一家致力于打造中国原创文学出
版高地的出版社， 我们将始终把握尺度，
坚守文学理想。 ”

湖南一民营文化企业
在沪挂牌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李国斌）昨日，湖南保臻
文化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代码：202875）在长沙召
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其成功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
牌。 这标志着中国首家民营艺术品投资公司正式迈向上
市的征程。

保臻文化是湖南本土一家专注于艺术品投资、拍卖与
收藏的文化企业。 该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在上海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举行了挂牌仪式，打通了艺术品企业融资与
股份转让的渠道。 据介绍，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致力于
与中国证监会监管的证券市场实现对接，为挂牌公司提供
定向增资、重组并购、股份转让等服务，为挂牌公司实现转
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发挥培育和辅导作用。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1岁7个
月的婷婷（化名）玩耍时不慎摔
倒， 口中的塑料勺子竟刺穿食
道。记者昨日从湖南省儿童医院
获悉，经急诊手术，孩子目前仍
未脱离生命危险。

婷婷来自邵阳县， 一直由
爷爷奶奶照顾。 据介绍， 1月14
日下午4时， 婷婷口含长约10厘
米的塑料勺子玩耍时不慎摔倒，
导致勺子刺穿咽后壁。 奶奶见
状慌了神， 赶紧自行拔除了刺
入的勺子， 由于未见明血， 奶
奶以为没事也未做其他处理，
继续给婷婷喂食。 约两个小时
候， 家人发现孩子哭闹不安，
颈部明显肿胀起来， 这才把孩

子送往了当地医院。 经过CT检
查， 婷婷已经出现颈部和纵膈
气肿， 因为病情危重， 15日上
午孩子被紧急转入湖南省儿童
医院心胸外科监护室， 并接受
了急诊手术。

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脏中心
主任刘平波表示，由于孩子受伤
后没有禁食，食物经破口处漏入
引发了严重的感染，虽然经过急
诊手术，但孩子目前仍未脱离生
命危险，处于完全禁食、禁饮状
态， 只能通过静脉进行营养维
持。同时，刘平波提醒，孩子出现
意外伤害时，应及时送往专业的
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家长切不
可大意耽误救治，也不能盲目行
事加重伤情。

去省国画馆
看迎春书画展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天下午，由长
沙市书协、长沙市美协主办的“书情画意———谭石光肖剑
迎春书画作品展”，在湖南省国画馆开幕。 谭石光的马王
堆简帛书法和肖剑的没骨工笔画，受到众多参观者热议。

此次展览共展出谭石光和肖剑的作品80余幅。 谭石
光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长沙市书协副主席。 他书法、
篆刻兼能，潜心研习马王堆简帛书法10多年来，作品颇有
古韵。肖剑是湖南省工笔画学会副会长、长沙市美协副主
席。 他擅长工笔和写意，凭其没骨工笔画享誉画坛。 所谓
没骨，即不用墨线勾勒，直接以彩色绘画物象。

展览时间至1月25日，观众可免费参观。

湘籍诗人周瑟瑟获
“2014年度国际最佳诗人”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李国斌）近日，由国际诗
歌翻译研究中心、混语版《世界诗人》杂志社、《国际汉语诗
坛》编辑部联合举办的“2014年度国际最佳诗人、翻译家、评
论家暨诗刊、诗选”评选揭晓，湘籍诗人周瑟瑟荣获“2014年
度国际最佳诗人”，是本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诗人。

周瑟瑟是湖南岳阳人，现居北京，当代诗人、小说家、
美术批评家、纪录片导演。 著有《17年》、《松树下》等9部
诗集，及长篇小说、作品评论集等。

“2014年度国际最佳诗人、翻译家、评论家暨诗刊、
诗选”评选，共有10位诗人获得“2014年度国际最佳诗
人”，来自巴基斯坦、土耳其、英国等10个国家，周瑟瑟是
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诗人。

周瑟瑟在接受采访时说， 汉语当代诗是国际诗歌重
要的一部分，我们的诗歌与小说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只
要有好的翻译， 就会被更多的世界读者接受。 同时他认
为， 湖南诗人近3年来在全国呈现较高的创作活跃度，保
持了个性化写作与本土性的同时，又有强烈的先锋探索。

湖南文艺出版社：

打造中国原创文学出版高地

1岁多宝宝被勺子刺穿食道

1月17日， 双峰县印塘乡四湾村东南3座花塘古墓遗址。 据省文物考古专家初步推断， 该墓年代为
南朝。 从2014年9月开始，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古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李建新 摄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王
亮） 一场冠军级别的较量， 韩国队笑
到了最后， 他们也如愿避开了中国
队。 备受关注的亚洲杯A组第三轮比
赛中， 韩国队1比0击败东道主澳大利
亚队， 锁定小组第一。 获得小组第二
的澳大利亚队成为国足8强赛的对手。

本届亚洲杯， A组是最受关注的
小组之一， 因为东道主澳大利亚和韩
国队均是夺冠热门。 而两轮比赛战
罢， 状态火热的中国队提前锁定B组
第一后， 谁将成为中国队8强赛的对
手更令外界瞩目。

今天的比赛， 韩国队小面积调
整了阵容， 澳大利亚队则大刀阔斧

以替补球员为主，卡希尔、克鲁斯等
名将没有首发出场。比赛第32分钟，
韩国队场上连续传递， 李庭协门前
抢点破门，韩国队凭借此球拿下3连
胜，占据小组第一。

赛后有韩国媒体表示： “在8
强赛避开状态火热的中国队之所以
值得高兴， 并不是害怕中国队， 只
是遇到沙特队或者乌兹别克斯坦队
会更轻松。”

对于8强赛的对手，国足主帅佩
兰曾表示更愿意碰韩国队：“澳大利
亚队前两场比赛给我留下非常深刻
的印象，我们还要看情况，但是我认
为淘汰赛不碰到东道主会更好。”

从实力而言，韩国队和澳大利亚
队不相上下，不过韩国队更为国足所
熟悉，而澳大利亚队不仅实力强大还
是东道主，从这两个层面而言，碰到
澳大利亚队的确困难更大一些。

国足历史上同澳大利亚队有过
15场交手，5胜3平7负处于下风。 但在
2008年两回合的世界杯预选赛、2013
年东亚杯赛上，国足连续3场击败澳大
利亚队。

在A组另一场荣誉之战中，已经
被淘汰的阿曼队和科威特队进行了
一场激烈的比赛。 虽然科威特队全
场占尽优势， 但阿曼队凭借穆克巴
里的头球攻门以1比0获胜。

周日的傍晚， 中国球迷终于可
以悠闲地嚼着薯片、 喝着啤酒， 带
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观看国足与
朝鲜队的这场亚洲杯小组赛了。 因
为， 无论结局如何， 中国队都已经
提前锁定小组头名。

别以为国足出线了就不会拼了，
别以为已淘汰出局的朝鲜队 （小组
赛两连败） 就会缴械投降。 小蔡认
为， 此役双方都不会“走过场”。 为
了世界杯预选赛的种子席位， 中国
队更会将朝鲜队视作“抢分对象”。

亚洲杯开赛之前， 中国队在亚
洲排名第9位， 只有亚洲排名前8位
才能获得世预赛的种子身份。 本届
亚洲杯， 前两场小组赛国足分别战
胜了排名在自己之前的沙特与乌兹
别克斯坦队， 虽然目前新一期的积
分还未公布， 但国足的排名肯定会
有所上升。 因此， 本场比赛无论是

从保持球队高昂斗志， 还是争取国
际积分的角度来看， 佩兰都会要求
球队全力以赴。

当然， 国足求胜并不影响对个
别主力球员进行轮换， 毕竟1/4决赛
才是一场更加犀利的“刀光剑影”。
前两场比赛， 任航两黄停赛， 本场
有可能被梅方或李昂替换， 同时像
郑智等身背黄牌的球员也很可能在
末轮进行休整。

“我会让一些主力球员休息一
下。 当然， 虽然我们球队此前连赢
两场， 但是我不可能把所有的球员
都换了。” 佩兰认为， 前两场比赛国
足表现出来的势头和自信心都非常
好， 在与朝鲜队的比赛中， 国足应
该延续这种势头， 所以不会让球队
来个大轮换。

B组另一场， 乌兹别克斯坦与沙
特队的“生死战” 将同时进行， 预
计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抢到小组第二
张晋级门票。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苏原平） 记者今天从全
省太极拳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15年我省将继续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太极拳健身活动月”，让更多的太极名师走
进基层，把太极拳运动免费送进社区、机关、乡村、企业、
学校，让千家万户感受到太极拳运动带来的健康生活，推
动我省“全民太极”运动。

省太极拳协会秘书长黄建良介绍， 在2014年第二届
太极拳健身活动月中， 全省各市州县52个太极拳协会开
展了太极拳、太极推手、太极剑、太极扇等活动约200场
次，参与人数约15万人次，掀起了全民健身新热潮。“新的
一年， 我们力争将第三届太极拳健身活动月覆盖全省更
多的地区，让更多的太极名师走进基层，走进社区、机关、
乡村、企业、学校义务传授太极拳，引导更多的人练习太
极拳，享受太极拳运动带来的健康生活。”黄建良说。

2015年， 我省将举办第六届省太极拳锦标赛和太极
拳运动大会。省太极拳协会还将加大对教练员、裁判员的
培训，建立太极拳训练基地。“从今年开始，太极拳项目将
纳入省直机关单位第四届职工运动会比赛项目。”黄建良
介绍，省太极拳协会还成立了风华辅导站等直属站点，以
方便对省直单位爱好者进行太极拳培训与辅导。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王亮）恒大队在引援上
动作连连，鲁能队也终于敲定一名强援。山东鲁能俱乐部
今天与效力于巴甲豪门米内罗竞技的迭戈·塔尔德利签
约，转会费550万欧元。塔尔德利是巴西国家队现役主力
前锋，他也成为中超联赛史上引入的世界大牌球员之一。

今年29岁的塔尔德利代表巴西队出场过9次。2014
年10月11日在北京鸟巢举办的巴西与阿根廷队的南美
德比中，塔尔德利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以2比0赢得比赛。
巴西世界杯后，随着老将费雷德宣布退出国家队，塔尔德
利已经成为目前桑巴军团的正印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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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志在三连胜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小
蔡
猜
猜
猜

末轮对阵朝鲜队， 国足并未掉以轻心。1月17日， 中国队在澳大利亚堪培
拉体育场进行适应场地训练。图为郜林在训练中奋勇顶球。 新华社发

太极虎1球小胜袋鼠军 国足8强赛迎战东道主

鲁能签下巴西正印前锋

太极名师走基层义务授拳

我省将推动“全民太极”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017 8 8 0
排列 5 15017 8 8 0 0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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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007 02 07 08 14 31 04+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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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1084804698.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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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主帅：

北京时间 对阵 预测结果
18日17时 中国VS朝鲜 国足不败
18日17时 乌兹别克斯坦VS沙特 乌兹别克斯坦胜

澳中之战
是一场艰难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