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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6日讯 北京时间9
月6日， 男篮世界杯17至32名
的排位赛如期开战。 被编入M
组的中国男篮坐镇广州主场，
迎战排位赛第一个对手： 韩国
男篮。经过四节激烈的争夺，中
国队最终77比73险胜韩国，拿
到了一场宝贵的胜利。 在下午
的比赛中，伊朗队71比62击败
安哥拉队，这样，中国队和伊朗
队的东京奥运资格之争将延续
到下一轮。

77∶73中国险胜韩国

上一场输给委内瑞拉之
后， 中国男篮无缘进军16强，
全队上下承受着空前的压力。
来不及消化输球的失落，中国
男篮就从北京飞赴广州，参加
排位赛的比赛，毕竟中国男篮
还有两场事关东京奥运资格
的比赛要打，谁都不能在这个
时候泄气。

根据国际篮联规则， 中国
男篮17-32名的排位赛和科特
迪瓦、韩国、尼日利亚同分在M
组， 由于小组赛成绩被带入到
排位赛， 因此中国队不需要再
战科特迪瓦，只需要和韩国、尼
日利亚交手即可。 如果能在排
位赛中两战全胜， 中国队铁定
会成为亚洲成绩最好的球队，
直接拿到奥运门票。 一旦中国
队无法通过世界杯获得奥运门
票， 即便能够参加强队如云的
落选赛， 也几乎没有进入奥运
会正赛的可能。

中韩大战的含义从来不用
多说， 尤其是此役又关系着中

国队的奥运资格归属， 重要性
非比寻常。本场比赛开始前，队
长易建联和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在替补席和上场球员一一击
掌， 姚主席甚至坐到了助理教
练雅尼斯的身后。

比赛开始，双方就展开防守
大战， 彼此命中率都不是很高，
半场中国队35比32领先3分。第
三节比赛，中国开局3分半仅得4
分，在随后的暂停中，姚明也在
场边给周琦面授机宜。此后中国
队手感有所回升， 但单节依旧
输了韩国队1分， 仅以54比52
领先。第四节比赛，韩国队里突
外投一度反超比分， 不过中国
队还是稳住阵脚， 郭艾伦连续
突破和三分得手， 帮助球队77
比73收下了比赛的胜利。

奥运资格归属下轮揭晓

赢下韩国后，中国队将在9
月8日20时迎战拥有4位NBA
球员的强敌尼日利亚。 如果能
击败尼日利亚， 中国男篮肯定
能进军东京奥运， 但现实的情
况是，尼日利亚是非洲劲旅，他
们在小组赛第三战42分大胜韩
国队，这样一对比，中国队战胜
尼日利亚的希望并不大。

如果中国队输球， 而伊朗
队击败菲律宾队， 那中伊两队
都是两胜的成绩， 最后可能要
通过比小分来决定奥运资格归
属， 这时候命运就不在自己手
中。所以，中国队下一场的目标
是，努力战胜尼日利亚，如果不
能战胜对手， 也要避免大比分
输球。 ■记者 叶竹

目前，全省共有农家书屋
4万多家， 实现了行政村全覆
盖。近日，湖南省委宣传部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要求， 联合省直有关部
门制定印发了《湖南省农家书
屋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效
能实施方案》，更好地发挥农家
书屋的文化惠民作用。

根据文件精神， 全省农家
书屋建设将突出四个“结合”。
一是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相结合。 二是与新华书店农
村发行网点建设相结合。 三是
与农村群众需求相结合， 做到
群众需求在哪里， 农家书屋就
在哪里。 四是与基层图书馆建
设相结合， 将农家书屋作为县
级图书馆村级分馆统一建设、
统筹管理。

今后， 省内各图书出版单
位每年将组织编辑和创作人
员， 深入挖掘农村群众特别是
农村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围
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精准扶
贫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主

题， 出版一定数量适合农家书
屋读者阅读的政策类、少儿类、
科普类、红色主题类等图书，从
源头上推出更多“合口味”的出
版物。此外，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开展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引
导数字出版单位和通信运营商
研发适合农民群众阅读的数字
文化产品， 逐步满足农民群众
的数字化阅读需求。

农家书屋作为乡村宣传文
化阵地，将在元旦、春节、“4·23”
世界读书日、 全国助残日、“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六一”国
际儿童节、国庆节等节假日，开
展群众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的
阅读活动，包括：开展“我的书
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
实践活动， 促进青少年全面发
展和健康成长； 开展农民阅读
大赛，树立一批农村阅读榜样；
开展农村亲子阅读活动， 培育
乡村文明家风； 开展残疾人阅
读活动， 丰富和活跃基层残疾
人精神文化生活等等。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孙慧

本报9月6日讯 今日， 记者从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剧组得知，电
影正式提档至9月30日。 该片由陈
凯歌任总导演、黄建新任总制片人，
导演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
徐峥、宁浩、文牧野联袂打造，讲述
七十年七个故事 。

《我和我的祖国》展现了祖国发展
70年来7个“中国第一”的历史瞬间。

刘昊然和陈飞宇两位乡村流浪
儿在陈凯歌导演的《白昼流星》中迎
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
陆； 导演宁浩用《北京你好》 点燃
2008年国人记忆，葛优饰演的出租
车司机在家门口感受中国第一次举
办奥运会；杜江挑战升旗手，在薛晓
路执导的《回归》中准时升起五星红
旗，保证香港回归“一秒不差”；吴京
则携手马伊琍在徐峥导演的《夺冠》
中重温中国女排首夺奥运冠军；张
一白执导的《相遇》里，张译隐姓埋
名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的研发事业； 黄渤则在管虎导
演的《前夜》中，确保新中国第一面
国旗在开国大典上顺利升起。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孙慧

本报9月6日讯 弘扬红
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今日，
全国民间收藏红色文物交流
会在省文物总店开幕，来自全
国各地的百余家参展商和民
间收藏家携精美文物亮相长
沙。吸引众多红色藏品收藏家
和收藏爱好者前来“淘宝”。

展览现场，老旧报纸、小人
书、 发报机等众多藏品让人目
不暇接， 红色历史文化气息扑
面而来， 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
看。在湘悦图书展位区域，赠送
小人书等互动环节让此次交流

会参与感更足。
收藏家罗玉其表示，“湖

南这块红色沃土红色资源多，
我们应该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我省打造成为全国红色文
物的大省。”

本次交流会由湖南省文
旅厅、 湖南省文物局指导，中
国收藏家协会、湖南省博物馆
学会、湖南省文物交流鉴定中
心主办， 湖南省文物总店、湖
南古玩城承办， 活动持续到9
月7日。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孙慧

1.《湖湘英烈故事丛书（第一辑）》 以中央有关部门
公布的《捍卫英烈形象主题宣传人选名单》中95位（组）湖
湘英烈为叙事对象， 生动展现了湖湘英烈们心忧天下的
家国情怀。

2.《大风之歌》 历史长篇小说以真实史料为素材，生
动刻画了刘少奇同志的领袖风范和英勇战斗精神， 凸显
了他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光辉形象。

3.《历史的慧眼》 全书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什么是历
史，为什么必须用唯物史观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研究历史
的方法，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程、全球化和全球
史等历史学的热点和重要话题。

4.《生命之美： 奇异植物的生存智慧》 全书文字优
美，图文并茂，带领读者领略植物世界的真实模样，发现
静态生命之美。

5.《烈火英雄》 以“7·16”大连保税区输油管道起火爆
炸事故为背景，生动还原消防官兵克服种种磨难和危险，
创造中国乃至世界的消防史奇迹。

6.《未解的宇宙》 本书从真假之谜两个维度切入，一边
破除伪科学，一边讲解真正的科学之谜，同时配备科学话
题讲解视频和科普节目音频，用科学直观展现本真世界。

7.《无限接近自然》 世界知名竹子建筑师武重义首本
建筑设计作品集，收录其在竹造建筑、绿色建筑、低成本住
宅三个领域的60张高清彩图。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全省共有农家书屋4万多家
群众需求在哪，农家书屋就在哪

本报9月6日讯 由芒果TV出
品、湖南都市频道承制的献礼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暨庆祝建军92周年
特别节目《我们站立的地方》正在
热播。刚播出的节目讲述的是战斗
机飞行员武辉的故事。

有着这样一支战机部队，在青
藏高原上进行边境线警巡任务，他
们沿着喜马拉雅山脉进行空中警
巡，在7000米的高空捍卫着祖国的
领空。武辉就是这里的飞行员之一，
他所在的部队作为空军的尖刀力
量， 担负着守卫祖国西南领空的使
命， 每架战机的尾部都印有红鹰标
识，因此被称为———“云岭红鹰”。

想了解战斗机飞行员的故事，
可在芒果TV观看《我们站立的地
方》。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孙慧

《我们站立的地方》
走近飞行员武辉

全国民间收藏红色文物交流会举行

去省文物总店淘红色文物

《我和我的祖国》
提档9月30日

本报9月6日讯 今日，由《前
任》系列导演田羽生执导的青春爆
笑喜剧《小小的愿望》发布“我们来
了”版海报，宣布定档9月12日，海
报上“但愿人长久”的标语与中秋档
月圆人团圆的氛围不谋而合。

电影《小小的愿望》是以三个死
党为核心的青春爆笑故事，讲述18
岁少年高远因绝症即将离世，死党
徐浩与张正阳在得知噩耗后，决定
帮助他实现最后的愿望。兄弟三人
有难同当，徐浩、张正阳在帮助高
远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吃尽苦头，囧
态百出。 三人之间如此深厚的情
谊， 也为观众们带来一次重返青
春、怀念青春友谊的治愈“理疗”。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孙慧

《小小的愿望》定档中秋

湘版好书榜（2019年7月-8月）

险胜韩国，中国男篮太“难”了
奥运资格归属下轮揭晓

9月6日，中国
队球员周琦（右）
在比赛中防守韩
国队球员罗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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