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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怎么了

四川品胜男篮新赛季起航
赞助商：夺冠奖励1000万

新赛季CBA联赛将在本月21
日拉开战幕，四川品胜男篮首场比
赛将坐镇主场迎战辽宁队。经过了
今年夏天较大规模的换血后，崭新
的四川品胜男篮已经集结完毕，今
天将出征在山西太原进行的CBA
季前赛。昨天，四川品胜男篮出征新
赛季CBA新闻发布会在温江举行。
省篮协主席、金强男篮俱乐部投资
人周仕强在会上表示，新赛季球队
目标，就是晋级CBA季后赛。赞助
商品胜股份董事长赵国胜也发出

“悬赏令”：如果新赛季四川男篮能
够夺得冠军，赞助商将额外奖励
1000万元！

上赛季品胜男篮在常规赛最后
阶段发力，闯进季后赛并最终获得
第7名，打破了三外援球队第二个赛
季无法晋级季后赛这一“魔咒”。在
连续两个赛季的强势表现之后，今
年夏天，四川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
换血，夺冠功臣张春军、王汝恒、蔡
晨等多名队员离队，而补充了钟一
帆、张翰月、侯天一、黄荣奇、李柯七
这五名四川本土青训培养出的年轻
球员，金强俱乐部高层也借此向外
界表明了球队本土化的决心。外援
方面，俱乐部引进“三双王”富兰克
林，堪称本赛季引援的妙笔，这位
全能战士新赛季与哈达迪一起成
为球队攻防两端的核心，“哈林组
合”的发挥，将决定四川队新赛季
能走多远。主教练杨学增表示：“只
有本土化才能保证球队的长远发
展，使四川男篮在未来成为真正强
队，让每一个对手不论是主客场遇
到我们时都要花心思去思考怎么才
能打赢我们。”

在发布会上，川男篮冠名赞助
商品胜股份董事长赵国成宣布，如
果球队能够晋级前八名，就奖励球
队100万。他原本计划是如果球队能
够夺冠，就奖励200万，但就在发布
会上临时更改主意，将夺冠奖金提
高到了1000万。对此周仕强的回答
也很风趣：“我们希望是很快能拿上
赵总的奖金啊，但是现在看是有困
难的……当然上一次夺冠可以说是
等了50年，这一次我们不想再等这
么久。”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 2018世界杯已有23队出线
专家揭秘美国队败因

昨日，2018
俄罗斯世界杯预
选赛在全球范围
内又结束多场交
锋。目前已有23
支球队获得世界
杯决赛圈入场
券，而剩余的9个
名额将在11月份
决出。拖拖拉拉
的阿根廷队，已
经习惯把悬念留
到最后，梅西凭
借上下半场的三
粒进球，帮助阿
根廷以南美区第
三名的成绩，直
通俄罗斯。

为响应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本着
展现中国当代花鸟画最新成果，推动中国花
鸟画艺术繁荣发展，让更多的艺术家积极投
身于当代中国花鸟画创作中来，由四川省文
联指导，中国画学会、中国花鸟画研究会
（筹）、全国著名花鸟画联谊会、四川省美术
家协会、岁月艺术、四川西蜀花鸟画院共同
主办的“第十届全国当代花鸟画家优秀作品
展”，将于2017年12月在麓山美术馆隆重举
行。展览提倡风格多样化，健康向上，传统当
代并存。现面向全国征稿，通知如下：

一、举办单位

指导单位：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单位：中国画学会、中国花鸟画研究会（筹）、
全国著名花鸟画联谊会、四川省美术家协
会、四川岁月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四川西蜀
花鸟画院。承办单位：四川岁月文化艺术有
限公司、四川西蜀花鸟画院。协办单位：四川
省中国画学会、四川省美术家协会花鸟画专
委会麓山美术馆。媒体支持：成都商报、美术
报、雅昌艺术网、中国美网、99艺术网、今日
中国、中国报道、腾讯、岁月艺术网、四川报
道网、四川美术网、四川书画艺术网、新华
网、文轩网、四川文广、中国网、成都文艺网、
恒杰艺术网、翰墨原创艺术网、《现代艺术》、

《四川美术》、《四川花鸟》、《北京画报》、《人
民画报》等。支持单位：成都花鸟画会、成都
当代工笔画研究会、无根山房文化艺术研究
院、东成红木家具有限公司、二酉山房、成都
恒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启正陶艺公社、福
宝印社、相艺术

二、展览组委会
（排名不分先后，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学术主持：孙克
主 任：郭怡孮 张立辰
副 主 任：陈承基 陈永锵 郭石夫 高卉民
郭汝愚 霍春阳 何水发 韩墨 江文湛 贾

宝珉 贾广健 梁时民 刘朴 秦天柱 邢少
臣 齐辛民 阮克敏 上官超英 王之海 王
培东 王奇 颜泉 赵莉
秘书长：陈承基
副秘书长：赵莉
组委会委员：
陈承基 陈永锵 陈永康 陈玉圃 蔡寅坤 郭
石夫 高卉民 郭汝愚 霍春阳 何水发
韩墨 江文湛 贾宝珉 贾广健 贾平西 梁时
民 刘朴 李毅峰 鲁风 陆越子 刘云泉 李
金远 孟庆占 裴士戎
秦天柱 邢少臣 齐辛民 阮克敏 上官超英
孙元亮 谭昌镕 田萌 王之海 王培东 魏传
义 吴浩 王卫平
魏学峰 王奇 徐培晨 颜泉 喻慧 周华君
周明安 祝焘 朱全增
张枕石 张义 赵莉 赵梅生 郑景贤

三、作品征集

1、作品征稿分为特邀及投稿两种方式。
2、征稿日期：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征稿，至
2017年11月20日截止，以当地邮戳为准。
3、征稿要求：（1）作品要求：作品一律为花鸟
画国画作品，表现形式不限。作品规格4尺整
纸（136x68cm）以上，六尺整纸（180x97cm）以
内，作品一律为竖幅；所有作品请勿自行装
裱。（2）每件作品务必在作品背面右下角，用
铅笔正楷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以身份证为
准）、作品名称（与画面一致）、尺寸（高×宽
CM）、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身份证号，
另附个人简介等资料。来稿请妥善封装，以
避免邮寄途中破损，影响评审。（3）入选作品
均不退稿，用于展览、出版画集、媒体、网络
宣传和组委会收藏等，未入选作品一律退
稿。（4）特邀全国部分花鸟画家，作品免评参
加此次展览。

四、作品评审

由组委会邀请全国当代知名花鸟画家
组成评委会，依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评出入选和获奖作品若干。评选结果将
在专业艺术刊物及网络等媒体上公布。

五、奖项设置及作者待遇

（1）从入围作品中评选出金奖2人，奖金各
20000元；银奖4人，奖金各8000元；铜奖8人，
奖金各4000元；优秀奖30人，奖金各1000元。
（注：各奖项收藏费均为税前）（2）本次展览
评出入选、获奖作品若干，获奖及入选作者
分别获得上述奖金和获奖证书、入选证书，
并赠送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展览
作品集一本。（3）在展览期间组委会将邀请
部分优秀画家参加四川风光采风和学术交
流活动。

六、展出时间及地点

本次展览将于2017年12月在麓山美术馆举
办，届时将邀请部分获奖和入围作者参加颁
奖暨展览开幕式。

七、作品收件地址及联系方式

收稿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
38号博瑞创意成都B座2F岁月艺术馆 邮编：
610000 收件人：雷婷 魏香君 联系方式：
15881183411 咨 询 电 话 ：028-86787718；
86786011（办公时间：9：30-17：30，星期一闭馆）

八、其他事项

1、所有来稿必须符合本启事要求。2、凡投稿
者视为认同并遵守本启事各项规定。3、本征
稿启事解释权归组委会。

“第十届全国当代花鸟画家优秀作品展”组
委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中北美地区霸主美国队及美洲冠军
智利队惨遭淘汰。世预赛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赛区结束了第5阶
段暨最后阶段的最后一轮较量，曾经的中北美劲旅——美国队
在客场1比2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痛失进军2018年俄罗斯世
界杯的资格。从1990年开始，美国队此前已连续6届杀入世界杯
的决赛圈，这也是美国近28年来首次无缘该项大赛。最后一轮
之前，排名前两位的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都已经提前锁定晋级
名额，而原本积12分且净胜球较多的美国队只需战平赛前3分
垫底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就能确保前3直接进军俄罗斯。

对于这场“爆冷”的比赛，国际足球专家颜强对成都商报记
者表示，美国队并不是只输在这场比赛上，他们有很多的问题。
中北美地区有六支球队，根据美国队20多年来的成绩，他们都
是早早确立了优势，但这一次在德国名帅克林斯曼的带领下，
情况发生了变化。克林斯曼上任后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要
求，让美国队的风格发生了变化。不仅输给墨西哥和哥斯达黎
加，美国队在对洪都拉斯、巴拿马这些传统弱队时，对手把自己
小、快、灵、狠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还对美国队的打法比较
熟悉而适应。再加上美国队人员老化，现在还能在欧洲足坛上
站住脚的已经没什么人了，像克林特·邓普西这几年竞技状态
都在下降。等美国队反应过来，再把老帅阿雷纳请出来时，一切
都为时已晚。

颜强还认为：“我觉得下届世界杯美国会卷土重来，这只是
美国队暂时性的一个挫折，一方面美国的足球基础很强大，算
上12至16岁青少年人群中参与足球的人数是世界领先，虽然因
为很多小孩会同时参与多项运动，很容易分流到其他运动项目
上去，但其足球人口的基数较大会弥补这个缺点。其二，美国职
业大联盟还是比较成功，虽然门槛不高，但数据和环境都不错，
虽然和欧洲联赛相比有很大的缺陷，没有升降级使得竞技属性
不强，但市场支持率、比赛质量都不差。基于这两点考虑不会因
为一次世界杯没出线就会导致崩溃。”

美国队除了自己没拿下比赛外，一粒
有争议的进球也直接让巴拿马反超美国
队和洪都拉斯，跃升到世预赛中北美及加
勒比海赛区第3名，美国队也因此失去了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上半场比赛哥斯达黎加取得领先，被
逼到绝境的巴拿马下半场展开绝地反击。
慢镜显示：比赛进行到52分钟时，巴拿马
队右路角球开出，在禁区内形成混战，加
布里埃尔·托雷斯在小禁区内脚后跟将球
磕向球门，但皮球在门线附近被哥斯达黎
加后卫奋力解围。但主裁判沃尔特·洛佩
斯却判定此球有效，巴拿马依靠这粒进球
扳平比分。最终巴拿马2比1赢得此场比
赛，但如果这个球无效，比分将是1比1，巴

拿马将只能取得一分，美国队将出线。
可以说，沃尔特·洛佩斯的这次误判，某

种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世预赛中北美及加勒
比海赛区的出线形势。“这就是足球的一部
分吧，属于裁判员的失误。”在国际级裁判安
然看来，在巴拿马与哥斯达黎加比赛中出现
的误判与我们常见的误判有所不同。“这场
比赛的争议进球属于事实性误判，而我们大
多数时间看到的譬如点球类的误判则属于
裁判认识性误判。对于出现事实性误判，国
际足联没有硬性规定必须要重赛，但遭遇事
实性误判比赛的任何一方是可以申请重赛
的。”截至记者发稿时，美国和国际足联对此
还没有进一步的说法。

颜强（国际足球专家）：

克林斯曼“耽误”美国队
安然（国际级裁判）：

惊天误判“害苦”美国队

●已经确定晋级2018世界杯的参赛名单：
欧洲区：俄罗斯（东道主）、法国、葡萄牙、德国、塞尔维亚、
波兰、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冰岛
亚洲区：伊朗、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
南美区：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哥伦比亚
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
非洲区：埃及、尼日利亚

●附加赛球队（11月决出）：
欧洲区：瑞典、瑞士、北爱尔兰、爱尔兰、丹麦、意大利、
希腊、克罗地亚
南美区：秘鲁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洪都拉斯
亚洲区：澳大利亚
大洋洲区：新西兰

2018
世界杯

出线名单

制片人：
告诉大家“怎样去看东方美”

昨天当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何多苓时，他
仍旧按照往常的时间从家开车前往三圣乡蓝顶
工作室画画。“我知道这个导演（弗兰克·谢夫
内）非常有名，得过很多奖，他之前拍过作曲家
郭文景的片子，我们的拍摄跨度不短，花了很多
精力。”而赵佳昨天也在荷兰接受了成都商报记
者的专访，她介绍说，片子于2015年12月进行
了第一次拍摄，后来不断进行补充拍摄，片子不
只是回顾过去，只是借“乌鸦是美丽的”表达何
多苓油画作品中一贯的东方哲学和美学观点，
比如“天人合一”，“片子拍下来感触很深，成都
这块风水宝地，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诞生了
文学性的绘画大师，比如何多苓，这和成都人的
生活方式，和从古到今的文化气氛分不开。没有

成都，就出不了何多苓这样的
艺术家。”作为东方出生，有二
十多年西方生活经历的制片
人、导演，赵佳提到这部片子，
就是要打破以西方艺术视野、
评判标准来衡量东方艺术的
固有思维方式，告诉大家“怎
样去看东方美”，而什么是中
国人的人生观，何多苓具有独

特风味的作品，用油画丰富的表现方式画出了
中国人的情怀，比如“留白”的意味，比如道家的
思想，比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都给出了
一些可供玩味的答案。”在一些艺术家变得越来
越商业化的同时，何多苓对艺术保持着真诚，并
保有一颗真挚的中国心。他说，“道教代表了人
类和自然之间互动以及和谐，这一理念在我的
作品中永远都处于中心”。

导演：
成都造就绘画艺术独特性

影片导演弗兰克·谢夫内在鹿特丹国际
电影节中，因为刻画一位西方艺术家的电影

《洞察力》而荣获大奖。弗兰克·谢夫内介绍，
在他和何多苓的接触过程中，自己意识到他
对于内在“重生”的追求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

程。“就像很多在东方哲学领域下的事物一
样，比如何多苓将他自己之前的油画作品变
成浮雕作品，比如我们在片头展示的一样，他
重新运用了他之前使用过的技巧，并且加入
他现在的新的想法，使之形成新的艺术作品。
此外，我感觉到，何多苓的艺术创作基于自然
带给他的馈赠，以及和自然相遇过程中的所
得，而并非何多苓有意追求特别的事物。”

弗兰克还认为，何多苓出生并成长在成
都，这也导致了他绘画艺术的独特性。“在地
理位置上，成都坐落于成都平原，是一座古老
的城市，这里是长江奔腾出宏伟的喜马拉雅
山脉之后，第一个流入的地方。自从古时，这
座城市就孕育了许多思想深刻的艺术家和诗
人。直到现在，成都独特的文化氛围也将成都
和中国其他区域的城市区分开。”

导演还表示，自然在何多苓的生活和艺
术创作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
况下，如何定义自然，并将之视觉化呈现？将
何多苓的世界融入自然的纹理之中是一个很
愉快的过程，但同时也充满挑战：可能这是一
个多维的概念，比树林和花朵更宽广，就像何
多苓的家乡成都一样，这座城市的过去以及
现在，何多苓周边的人群以及他们的生活方
式……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图片由赵佳提供

以成都艺术家何多苓为主角的纪录影片《乌鸦是美丽的》入选IDFA电影节大师单元

比树林和花朵更宽广
就像何多苓的家乡成都一样

“第十届全国当代花鸟画家优秀作品展”征稿启事

1988年，成都艺术家何多苓根据他在大凉山的
感悟和视觉经验，结合美国著名现代诗人华莱士·史
蒂文斯的组诗《注视黑鸟的十三种方式》，“在二十座
雪山之间，唯一移动的，是黑鸟的眼睛。”创作出经典
作品《乌鸦是美丽的》。近30年后，一部以这件作品为
精神载体的同名纪录片入选第30届阿姆斯特丹国际
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大师单元。这也是首次由荷
兰国家级艺术电视台AvroTros和荷兰国家级传媒
基金主导，聚焦成都本土艺术家何多苓的艺术影片。
此片是由荷兰艺术纪录电影名导弗兰克·谢夫内拍
摄，荷兰华裔制片人/导演赵佳参与。赵佳也是一位成
都人。据了解，这是关于成都艺术家的专题纪录片首
次入选世界顶级纪录片节。

克林斯曼对美国队的改造并不成功

拍摄团队正在拍摄何多苓的创作过程

何多苓创作《乌鸦是美丽的》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张涵 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