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曹辉） 10月9日， “美丽郴州·西
河行” 全国艺术家采风创作活动在郴
州市西河畔的三合村正式启动， 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后导师孙玉
敏， 香港中华摄影学会会长王贵光等
10多位全国艺术家实地采风写生， 并
开展创作活动。

三合村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
古老村落， 以古河、 古桥、 古树等闻名
遐迩。 参与采风写生的艺术家们在西
河边行走， 清澈的西河水缓缓而过，
木制廊桥飞架南北， 两岸古树郁郁葱
葱， 树影、 人影、 桥影相映成趣。 香港
中华摄影学会会长王贵光高兴地说：

“泛黄的稻田， 绿油油的菜地， 美丽的
村庄， 让人眼前一亮。 不知不觉就拍下
了200多张照片。”

艺术家们边走边看， 边看边拍， 赞
叹不已。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江苏
画院副院长祁恩进说： “古树林里， 清
风徐来， 树枝轻舞， 银杏、 枫香、 黄檀
等10多种古树名木形态各异。 作为山
水画家， 最喜欢这种原生态的创作场
景， 明年要带学生过来采风。”

此次全国艺术家郴州采风活动将持
续到10月11日， 艺术家们还将深入到
苏仙区的栖凤渡、 兰王庙、 岗脚游憩公
园、 飞天山等地采风， 深入了解郴州的
山水人文， 创作佳作， 宣传推荐郴州。

古村风光入眼来
艺术名家郴州采风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王亮）就在国足世预赛兵败
卡塔尔之际，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准备扩军了。中国足协将启
动中超、中甲和中乙三级联赛扩军计划：中超联赛到2020年
扩军至18支；中甲联赛从2017赛季扩军至17支或18支，2020
年时达到20支；中乙联赛从2016年开始有20支队伍参加，到
2020年达到24支，最终规模扩大到36支或48支。

9月25日，未来5年的中超联赛版权卖出80亿的天价，中超
联赛可谓“一口吃成了大胖子”，有关联赛扩军当时也被提起，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消息传出。据了解，在这份中国足协的
5年规划中，中超联赛的目标是到2016年扩军至18支，不过由
于中甲联赛只有16队， 并且中甲俱乐部的生存环境和资金链
一直存在问题，决定把扩军顺延，经讨论后认为2020年中超扩
军至18支比较合适。这也意味着2019年的中超联赛，或将实行
“升四降二”或者“升三降一”的升降级制度。

中甲、中乙的扩军也将同时进行。根据规划，从2016赛季
开始，中乙率先从16队增加到20队。中甲则是从2017年扩军，
目前拟定扩至17支或18支。 显而易见， 不管是17支还是18支，
2016年中甲联赛和中乙联赛升降级制度都会有多种选择。

联赛扩军计划对踢中甲联赛的湖南湘涛队而言， 毫无
疑问是个好事情。 湘涛队此前一直谋求冲超， 但总是功亏
一篑， 本赛季表现不好， 又面临降级危机。 随着三级联赛
的扩军， 湘涛队的冲超或者保级压力都将大大缓解。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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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敬波 杨莎莎 ） 今天， 记者
在汨罗市政府获悉， 国家财政部确定
的第二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
目中， 汨罗市“端午文化产业整体开
发建设” 成功入选并公示。 该市将与
社会资本方合作， 创新文化旅游产业
合作服务平台， 探索与实践“政府引
导， 市场主导” 的文化旅游产业PPP模
式， 将汨罗市建设成为极具文化底蕴
的端午文化名城。

“端午文化产业整体开发建设”
项目整体规划土地面积约10平方公里，
依托汨罗市历史人文资源和汨罗江生

态旅游资源， 围绕“一江两岸、 三点
一线” 进行功能布局， 对汨罗市文化
旅游产业进行深度挖掘、 广泛研究、
高效建设、 科学运营。 项目投资规模
约50亿元， 暂定20年合作期。 首期开
发计划列入的项目有屈子书院 （二
期）、 楚堤、 屈原博物馆布展、 文化园
产业区开发建设项目， 汨罗江国际竞
渡中心升级改造， 新市古镇沿江风情
商业街建设等。 目前， 屈子文化园、
新市古镇等承载屈原文化、 民俗文化
的建设项目正有序推进， 中国屈子文
化园核心景区之一的屈子书院已经初
具雏形。

汨罗“端午文化产业整体开发”
将探索PPP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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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苏黎世10月9日电 国际
足联涉腐丑闻深度发酵，国际足联主席布
拉特、 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于8日被国际
足联道德委员会暂时停职、“禁足”90天，
震动世界足坛。

“失望”的布拉特
对于布拉特的停职，国际足联道德委

员会的解释是：“布拉特将不被允许在任
何情况下代表国际足联，无法作为国际足
联代表行动，或是联络媒体和其他利益相
关人。”

布拉特在获知被“禁足”后通过律师
表示，道德委员会没有按照章程在对他做
出处罚前先与他谈话，这让他感到失望。

国际足联涉腐风暴开始于5月27日，瑞
士警方应美方要求突袭苏黎世某高级酒
店， 以涉嫌在美国和南美进行赛事转播权
销售、 市场营销和赛事赞助时接受巨额贿
赂为名逮捕7名国际足联高官。79岁的布拉
特虽然在随后的主席竞选中连续第五次当
选，但数日后迫于反腐压力宣布辞职，不过
要到明年2月选出新主席之后才“退位”。

按照国际足联相关规定， 布拉特被停
职后，由非洲足联主席、国际足联最资深副
主席哈亚图牵头“看管内阁”。不过这位69
岁的老人8日表示， 他不会参与主席选举，

“目前只是在临时性履行职责”。 而哈亚图
此前也深陷受贿门，执委职务岌岌可危。

德国足协敦促布拉特辞职并召集国
际足联执委会紧急会议。亚洲足联则认为
国际足联需要管理体制的改革。

“国际足联的未来不可能依靠现有主
席，不可能依靠布拉特。”德国足协主席尼
尔斯巴赫说，“这将是一个新开始的标志，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足球又回归了清白。”

欧足联力挺普拉蒂尼
和布拉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足联

主席普拉蒂尼虽因卷入布拉特涉腐案而

同样在接受瑞士检方调查、同样收到国际
足联道德委员会发出的禁令，但却受到欧
足联的力挺。

今年60岁的普拉蒂尼被认为是最有望
接掌布拉特主席宝印的人选。而被“禁足”
90天之后， 普拉蒂尼日渐渺茫的希望基本
取决于是否能通过上诉冲破这道禁令。

欧足联执委会表示他们对普拉蒂尼
有足够的信心，并会全力支持他。

普拉蒂尼也通过欧足联媒体部门做
了个人陈述，“我收到了很多欧足联成员
和其他盟友的鼓励，他们希望我继续投身
足球事业。对于足球，我永远不会放弃”。

普拉蒂尼已经在禁令发出之前提交
了竞选材料，如果他最终无法参选，对约
旦王子阿里来说无疑是最有利的。 此外，
南非官员赛克斯维尔以及前亚足联主席

萨尔曼，都表示如果普拉蒂尼退选，将考
虑竞争主席职位。

国际足联如何“清洗”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说国际

足联应当考虑外部人士参选，“他们必须
能立刻做到加速和深化足联改革进程，达
到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应具备的问责制、
透明性和其他所有原则。国际足联应对有
高度正义感、可以完成必要改革，并且使
国际足联重新拥有稳定性和可信度的竞
选者开放。”

已经被解职的前国际足联秘书长瓦
尔克同时被下达90天禁令。

韩国人郑梦准也基本无望参与新一轮
的主席竞逐， 这位曾在国际足联副主席任
内成功将世界杯带去韩国的亿万富翁因在
2018和2022年世界杯的申办过程中涉嫌
违规，8日被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处以6年
禁止参与一切足球相关活动的惩罚。

在美国和瑞士司法部门在国际足坛
掀起反腐风暴以来，至今已有14位相关人
员受到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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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第1？ 除非奇迹
9日凌晨的中卡之战， 卡塔尔队的布

迪亚夫在第21分钟打入全场唯一的进球。
中国球员吉祥在任意球防守时头球后蹭
解围， 不料却被埋伏在禁区内的布迪亚
夫候个正着， 头球冲顶破门。 这也是国
足在世预赛第二阶段的首粒失球。

此役之前国足落后卡塔尔队两分，
只要保证不输球仍有机会和对方争夺小
组头名， 但一场失利后国足已被甩开5
分。 到目前为止， 卡塔尔队4战全胜积12
分居C组榜首。 国足2胜1平1负与中国香
港队同积7分， 且净胜球都为8个， 但国
足进球数比中国香港队少2个， 屈居小组
第3。 马尔代夫队积3分列第4， 不丹队全
败垫底。

显而易见， 即使国足在之后的比赛
主场击败卡塔尔队， 也无法直接从对方
手中夺走榜首， 除非奇迹出现。

接下来， 卡塔尔队将主场迎战马尔
代夫、 客场对阵不丹、 主场对中国香港
队， 最后客场战国足。 卡塔尔队即便最
后输给国足， 但只要正常发挥， 拿下前3
场胜利， 就能以21分提前锁定小组第一。
目前只有7分的国足即便接下来4战全胜，
也只能拿到19分。

在这种局面下， 因为马尔代夫队和
不丹队实力过于孱弱， 如果还期待国足
拿小组第一的话， 就只能将希望寄托在
中国香港队， 看他们能否在客场逼平甚
至战胜卡塔尔队。 但是， 即便是国足都
未能在客场击败卡塔尔队， 中国香港队
想要做到就更加困难， 除非奇迹出现。

晋级12强？ 仍有希望
在以小组第一晋级只能祈求奇迹出

现的境况下， 国足最好还是老老实实踢
好后面的比赛， 力争成为4个成绩最好的
小组第2名中的一个， 从而晋级12强赛。

就当前的形势来看， 以小组第2晋
级， 国足有希望， 但是没把握。

目前战罢5轮， 国足甚至没有获得小

组第2的成绩， 而暂列C组第2的中国香
港队在8支小组第2名中也只能排在第7
位， 足见形势之险恶。

如此境地， 国足真的想要把握住最
后的机会， 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剩下
的4场比赛取得全胜。 4场比赛分别是11
月12日主场迎战不丹队， 11月17日客场
对中国香港队， 2016年3月24日和29日
分别主场对阵马尔代夫和卡塔尔队。 其

中， 客场对中国香港队一役是重中之重，
如再无法取得3分， 只能拱手将小组第2
送给对手， 提前出局。

如能4场比赛全部取胜， 国足积分将
达到19分， 但这还要看其他小组第2名的
脸色。 这就要求， 国足还得在4连胜中争
取更多的净胜球。

毫无疑问， 本次国足的世界杯之旅已
困难重重，且命运完全没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足前景凶险
北京时间9日凌晨， 国足冲击2018年世界杯之旅遭遇重创， 客场0比1不敌卡塔尔队。 根据规则，

只有小组第1， 以及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2才能晋级12强赛。

0比1不敌卡塔尔队， 失望的国足队员走向中国球迷看台。 新华社发

一切还在混沌中
国际足联大地震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王亮 张颐佳） 10月18日7
时30分， 2015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将正式开跑。 记者今天从
赛事组委会及长沙各大跑团了解到， 赛事筹备工作基本就
绪， 众多跑友更是有些等不及了。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设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十公里、
迷你马拉松4个项目， 赛程分别为42.19公里、 21公里、 10
公里和5公里。 其中， 马拉松参赛选手2500人， 半程马拉
松参赛选手2500人， 十公里参赛选手4000人， 迷你马拉松
参赛人数6000人， 共约15000人参赛。

“山人”是辣跑团的元老成员，他告诉记者：“我们很多跑
友报名参加了本次长马，最近大家都在有序训练。目前距离
开跑不到10天，大家都脚痒难耐，有些等不及了。”

此次赛事起点在贺龙体育中心南广场， 终点分别设置
在洋湖湿地公园先导牛广场、 枫林路麓山名园、 橘洲公园
地铁站口和贺龙体育中心南广场。 路线由河东至河西， 覆
盖贺龙体育中心、 湘江风光带、 橘子洲风景区、 岳麓山风
景名胜区、 梅溪湖、 洋湖湿地公园等两型社会亮点片区。

为保证选手比赛安全， 比赛期间将实行交通管制。 交
警部门将在各外围及赛道卡点和管制路段设置临时性交通
指示牌， 请市民朋友按照现场民警及交通管制要求出行。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由中国田径协会、 湖南省体育局和
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18日开跑

众多跑友“脚痒难耐”

中国足协将启动联赛扩军计划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0月11日，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将迎来建社30周年。

30年间， 它的出版历程里书
写过诸多辉煌； 它的发展一直伴
随着改革与创新、 开拓与创业；
如今， 步入“而立之年” 的它，
面临着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全新挑
战和机遇。 10月9日， 中南出版传
媒集团副总经理、 湖南文艺出版
社社长刘清华接受了湖南日报记
者专访。

“文学的黄金时代”

1985年10月11日， 湖南文艺
出版社宣告成立。 在刘清华看来，
那是个“文学的黄金时代”。

刘清华介绍说， 新生的湖南
文艺出版社一开始就把文学图书
作为社里的重点经营板块， 经过
数年耕耘， 聚拢了巴金、 丁玲、
萧乾、 孙犁、 秦牧、 蒋子龙、 陈
国凯、 刘绍棠、 公刘、 王蒙、 刘
心武、 韩少功、 唐浩明等一批名
家， 出版了一批享誉书林的精品
力作， 更将视野扩展至台港， 在
国内率先引进柏杨、 三毛、 龙应
台、 余光中、 金庸等名家的作品。

“这一切， 使得成立不逾十
年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声名鹊起，
它俨然已经成为了那一代人的共

同记忆。”
上世纪90年代， 湖南文艺出

版社确立了“上名著， 出精品， 创
名牌” 的新理念。 不仅翻译出版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 等大批外国
经典， 在历史小说、 传记文学领域
更是双剑合璧，齐头并进，《曾国藩》
上百万套的发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
旗帜。 1997年秋，由中国作协主办、
湖南文艺出版社承办的全国历史小
说会议召开，历史小说“三驾马车”：
唐浩明、二月河、刘斯奋聚首长沙，
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千秋历史小
说” 系列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 湖
南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编辑出版业
务， 也花落湖南文艺社， 为它后来
取得“南方音乐码头” 的业界地位
奠定了基础。

举改革大旗

进入上世纪90年代， 全国文
艺读物的市场有所萎缩， 湖南文艺
社的相关业务也受波及。 有着危机
意识的刘清华， 于2003年调任湖
南文艺出版社以后， 先后进行了两
次改革。

2004年， 湖南文艺社进行了
第一次以建立现代文化企业基本运
行规范为目标的改革。 理顺了各种
关系后， 出版社很快步入了良性发
展的轨道。

2006年， 湖南文艺社又推行

了“第二次改革”， 对产品生产线
彻底改造。 推行按生产流程实行线
性管理的办法， 建立了教材、 音乐
图书和文学文化图书三条产品线。
这三条产品线很快成为了湖南文艺
社打向市场的三个有力的拳头。

近年， 湖南文艺社以原创长篇
小说精品的出版为核心竞争力，提
出了建立“南中国原创文学出版基
地”的战略目标。该社着力打造的原
创文学品牌———“大风原创”已出版
近60种长篇小说，并推出了一大批
畅销书和获奖作品。 仅2014年，湖
南文艺社就有《大清相国》、《爱历元
年》、《摇摇晃晃的人间》、《活着之
上》、《弹儿歌学钢琴》、《最易上手·
吉他弹唱超精选》等近10种图书登
上开卷畅销书排行榜，其中《大清相
国》累计销售超过90万册。

改革是唯一出路， 改革盘活了
棋局。 2014年，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以1.47%的码洋占有率在全国570
多家出版社中排名第五位， 在文艺
出版社中名列第一， 获得了2014
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年度出版社”
殊荣。 湖南文艺社迎来了最辉煌的
历史时期。

迎再一次创业

今年10月，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迎来建社30周年。 此时， 中南出
版传媒集团也向旗下所有子公司发

出了“第三次创业” 的号召。 刘清
华认为， 湖南文艺出版社迎来了
“一次新的创业机会”。

在他的构想中， 湖南文艺社三
大平台 （原创文学自出版平台、 音
乐考试在线服务平台、 流行音乐在
线教学平台） 的构建无疑是很好的
转型载体。

刘清华向记者介绍说， “原创
文学自出版平台” 未来将立足拓展
外部合作， 盘活存量资源。 在原有
的“中国原创文学出版基地” 的基
础上， 打造“中国原创文学互联网
自出版平台”， 以知名作家和畅销
书作家为领头羊， 带动新生代原创
文学作家群及网络作家入驻， 建立
中国第一家由正规出版社运营的有
别于网络原创文学平台的优质原创
文学聚合平台。

刘清华认为， 音乐图书和音乐
教材作为湖南文艺社的强势图书产
品线， 必须实现线下音乐教育出版
向线上音乐教育服务平台的转换。
在现有的音乐教材教辅和流行音乐
出版基础上， 利用互联网运营模
式， 将线下客户向线上引流。

“由数字化浪潮所带来的产业
融合正使得出版、 传媒、 网络、 电
子、 电信等行业的界限被打破， 现
在图书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
遇期。” 刘清华说， “湖南文艺出
版社已经走在了第三次创业的路
上。”

满纸烟霞出湖湘
———湖南文艺出版社30周年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