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随着张择 / 公茂鑫

16日在澳网赢球， 这对中国男双组合

首次在大满贯赛中晋级第二轮。 而女

双赛场也有捷报： 一天双赛的王雅繁

在单打输球后， 又与国外选手配对双

打挺进第二轮， 一同晋级的还有张帅

与斯托瑟的跨国组合。女单赛场上，王

蔷和张帅成为仅余的中国“金花” 。

男双比赛中， 外卡选手张择 / 公

茂鑫经过 2 小时 18 分钟的激战，以 7:

5、5:7和 6:4击败跨国组合克里赞 / 马

特科夫斯基，取得大满贯正赛的首胜。

“可能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场胜利，

而对中国男网来说， 会让他们看到更

多信心。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而是说需

要通过努力， 有个明确的目标去完

成。 ” 张择赛后说。

女单赛场， 生涯第二次参加澳网

正赛的王雅繁在第二轮中以 2:6 和 3:6

不敌澳大利亚“一姐” 巴蒂。 不过，此

番能够打进第二轮，这名 1994 年出生

的“小花” 已经创造了她在澳网的最

好成绩。

“我觉得其实可以更好。 刚开始她

（巴蒂）发球威胁特别大，接发球没有

什么办法。 自己发球局其实可以更仔

细， 但因为她是一个聪明又全面的选

手，而我有些球有点太着急，想往边线

太多了，失误有点多。如果慢下来或许

会好一些，有些球可以去进攻。 ”

当天傍晚，王雅繁接着与乌克兰选

手基切诺克搭档，在女双中以 6:4、6:2击

败跨国组合卡拉什尼科娃 / 亚斯特列

姆斯卡，晋级第二轮。

同样兼项的张帅则与澳大利亚名

将斯托瑟以 7:6、6:2 击败斯洛伐克组

合库兹莫娃 /里巴日科娃晋级。

作为中国女网名将， 张帅赛后表

示，接下来不论单打还是双打，她都将

一场场拼下去。 而老搭档斯托瑟也是

她非常好的朋友，双方配合默契。

“就是每场球都努力。 单打对手都

很强，双打我有很强的搭档。双打就在

场上很轻松、很享受。 ”

谈及今年的目标，张帅说：“今年

就是希望能够不断突破自己， 实力上

能够真正提升。 ” 在谈到中国女单如

何缩小差距时，她说：“每个球员做好

自己就是最重要的。 ”

此外， 中国选手郑赛赛与塞尔维

亚的克鲁尼奇搭档，以 1:6、4:6 不敌澳

大利亚组合莫妮克·亚当恰克 / 杰西

卡·莫尔，止步女双首轮。

中国男双获突破

女单还余两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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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为加快清镇市城北新区百花中路（后段）、圣济

堂（三期）项目建设，急需迁移项目规划红线内的坟

墓。城北新区百花中路（后段）项目迁坟涉及梁家寨村

陈家大坡、梁家寨村公墓、土坝子周围的坟墓，涉及凉

水井村挖凸坡、林果树周围的坟墓，涉及毛栗山村陈家

山、龙洞湾周围的坟墓。 圣济堂（三期）项目迁坟涉及

梁家寨村陈家大坡、 梁家寨村公墓、 土坝子周围的坟

墓，涉及凉水井村挖凸坡、林果树周围的坟墓，涉及毛

栗山村陈家山、龙洞湾、狮子口、陈家塘周围的坟墓。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清镇市土地征收地上

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清府发〔2017〕22 号文件进

行补偿。请坟主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5月 31日止，

与清镇市红枫湖片区建设管理委员会联系， 速办理迁

坟手续，逾期将作为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 系 电话：0851-82517658���������

��������������������������15902608613���18785059963

清镇市红枫湖片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2019年 1月 17日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本周，我们邀请到贵州大学文学与

传媒学院中文系教授、贵州省中国现当

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乡土文学及当代西

方文艺理论研究专家魏家文老师主讲，

从乡土文学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角度

出发，与您一起解读现当代文学大师莫

言的文学世界，不容错过。

时 间： 1月 19日（周六）

09:30--12:00

� � � �主 题： 莫言的文学世界

主讲人： 魏家文

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用户需要在微信搜

索 " 孔学堂 "， 或手动输入微信号：

gyconfucianism， 添加并关注 "孔学堂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 "讲座报

名 "即可进入报名系统（适用于高校

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民网络报名）；

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孔

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科进

行现场报名；

3.市民电话报名：0851--83617687

���� 4. 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

0851--86699033

���报名时间：2019年1月15日--18日

（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6:30）

温馨提示：市民可将感悟和对国

学的独到见解发送至孔学堂邮箱

（gykxt928@163.com） 或贵州名博

(blog.gog.com.cn)，优秀的文章我们将

在孔学堂官网和贵州名博进行刊登，

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孔学堂国学公益

讲座听众交流QQ群进行讨论， 群号

为：159532784。 5.讲座现场孔学堂将

提供开水，请市民朋友们自带水杯，禁

止携带食物进入讲堂， 希望大家遵守

讲堂纪律，做文明听众。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9年 1月 15日

莫言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说：" 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 -- 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

都是他的传人……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 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

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 "这些故事落在纸上，变成了《蛙》《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公告

带你走进莫言的文学世界

本报综合消息 2019 亚洲杯

小组赛 C 组第三轮赛事展开，中

国队 0：2 负于韩国队， 韩国队小

组赛 3 战全胜获得小组头名，中

国队 2 胜 1 负列小组次席；1/8 决

赛中国队将对阵泰国队。 第 13分

钟， 孙兴慜禁区内突破造成石柯

犯规，韩国队获得点球，黄义助操

刀破门；第 51 分钟，孙兴慜角球

助攻，金玟哉头球将比分扩大。

小组赛前两战中国队 2：1 吉

尔吉斯斯坦、3：0 菲律宾， 韩国队

1：0 菲律宾、1：0 吉尔吉斯斯坦，

中韩两队均提前获得出线权，本

场交锋事关小组头名归属。 中国

队阵容有所调整， 肩伤在身的武

磊与黄牌在身的冯潇霆均轮换休

息， 郜林、 蒿俊闵等人也担任替

补； 小组首战担任首发的金敬道

与张呈栋重回首发，于大宝突前。

韩国队安排火线归队的头号球星

孙兴慜以队长身份首发出战。

中国队由张呈栋担任左边后

卫，刘洋担任左边前卫。 韩国队在

开局阶段形成控球优势， 中国队

在中前场展开高位逼抢。 第 13分

钟， 韩国队右路将球扫入中国队

禁区， 孙兴慜在郑智拼抢下形成

控球， 其向中路趟球时被石柯绊

倒，主裁判判定点球；黄义助低射

球门下角， 颜骏凌触到皮球但未

能阻止皮球入网， 韩国队 1：0 领

先。

上半场中段中国队连续获得

右侧角球机会，但未能形成攻门。

金敬道所处的右路在上半场相对

较为活跃， 数次斜传给韩国队防

线施加了一定压力， 也曾迫使韩

国队门将金承奎出击解围。 上半

场韩国队 1：0领先。

易边后中国队调整阵型，张

呈栋改打右边卫，刘洋任左边卫，

张琳芃靠向中路改打中卫， 与小

组首战对吉尔吉斯斯坦队上半场

一样，中国队摆出三中卫阵型。

在节奏上占据优势的韩国队

继续掌控比赛主动权。 第 51 分

钟，韩国队将比分扩大：孙兴慜左

侧角球快速传至禁区中路， 金玟

哉小禁区前头球破门，韩国队 2：0

领先。

进入收官阶段中国队控球

组织未有实质起色，韩国队继续

采取快速逼抢、 快速反扑的套

路，但在掌控比赛主动权的同时

也不断出现失误，未再制造出实

质威胁。 韩国队在比赛进行至

88 分钟时换下孙兴慜。 第 90 分

钟，郜林前场争高球时手臂碰到

主动寻求身体接触的黄喜灿，裁

判向郜林出示黄牌，郜林很激动

地向裁判表示了抗议。最终中国

队 0：2 落败。

孙兴慜造点加助攻,韩国 2:0 胜中国

国足小组第二晋级 将战泰国

国足和泰国确定在 1/8 决赛

相遇， 这场较量将在北京时间 1

月 20 日的 22:00 打响， 比赛地点

是艾因的本 - 扎耶德体育场。 这

是本届亚洲杯进行的第 2 场 1/8

决赛，首场比赛则是 1 月 20 日的

19:00打响。

以小组第 2 出线， 赛程上的

安排对于国足来说极为不利，毕

竟泰国队的小组赛末轮比赛，是

在国足之前 2 天进行完毕。 这就

意味着， 泰国队比国足多出了 2

天的休整时间， 更为关键的这场

比赛将移师艾因进行， 相比于阿

布扎比和迪拜这 2 座城市， 艾因

的条件相对较差。 不过，国足首轮

小组赛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比赛就

是在艾因进行， 对于这座城市还

是比较熟悉的。

里皮让武磊末轮面对韩国时

养伤，用意已经非常明显，就是希

望 1/8决赛与泰国交手时，武磊还

能拿出小组赛第 2 轮面对菲律宾

时的发挥， 重演去年热身赛面对

泰国时包揽 2球的高光时刻。

国足以 C 组第 2 名进入淘汰

赛的上半区，以国足和 1/8决赛对

手泰国之间的纸面实力对比，里

家军跨过这一关难度不是太大。

而 8 强， 也是国足本届亚洲杯的

基本目标， 与上届澳大利亚亚洲

杯的成绩持平，无论如何，泰国是

国足要过掉的一关， 如果无法打

进 8 强，以一帮老将出征，成绩绝

对是不及格的。

但进入淘汰赛的上半区，国

足想更进一步难度不小， 跨过泰

国这一关， 国足将面对 D 组头名

和 B/E/F 组第 3 名之间的胜者。

伊朗只要末轮比赛不输给伊拉

克，就将以 D 组头名出线，而 1/8

决赛无论遇到哪个对手， 伊朗过

关的概率极大。 并且作为最大的

两大夺冠热门， 伊朗显然也不想

和韩国提前“火拼” ，如果以 D 组

第 2 的身份进入淘汰赛， 伊朗和

韩国在 8 强战就不可避免遭遇。

从这样的对阵形势来看， 国足即

便过掉泰国这一关， 面对伊朗能

否过关都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本报综合消息

1月 16日，中国队球员郜林（前）与队友在赛后向观众致意

周日战泰国 武球王能否发威

淘汰赛前瞻：

2019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中国队教练里皮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