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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提出“成都网球季”的概念以来，成都每年从下半
年开始就进入了异常繁忙的“网球生活”：成都国际网球挑
战赛、ATP250成都公开赛、国际网联青年大师赛……三大
比赛接踵而至，让成都的体育迷们看得挪不开眼睛。

今年的成都网球季的主题就是“全民来参与”。7月，
2018成都网球季就开始了“球童海选”，精心挑选和培训出
12名球童，在8月的成都国际网球挑战赛上度过了一周难
忘的时光。9月初，成网组委会更陆续开展了各种活动，

“成网达人志愿者招募”活动从社会选拔出5位达人，“网络
推广达人”“小语种达人”“网球达人”“摄影达人”“网球新闻
编辑达人”，参与到组委会工作中。

不仅如此，资深的球迷还有机会参加各种有球员们出
席的活动，与球星进行亲密接触。比如，幸运球迷有机会参
加球员欢迎晚宴，看看穿着私服的球星们到底有多帅。也
有可能成为赛事总监，在成网开放日参观成网筹备工作，为
成网出谋划策。还有机会参加球星见面会，与自己喜爱的
球员配对打比赛，尽情享受网球的快乐。而小球迷更是能
够获得成为牵手球童的机会，与球员们手牵手一起进入球
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塔德乌什·米钦斯基表现
主义凤凰奖”是以“青年波兰”
时期的作家和诗人，神秘主义
小说、散文体史诗作家塔德乌
什·米钦斯基（1873—1918）的
名字命名的，该奖项设立于
2010年，专门用以鼓励那些勇
敢跨入全新的学术、文学和艺
术表现领域的创作者，同时强
调其作品的哲学和思想深度以
及在形式上的创新。

评委会在颁奖词中，对吉
狄马加其人其诗给予了高度肯
定，并特别提到吉狄马加的代
表作《雪豹》，“在题为《雪豹》的
组诗中，他追寻古代萨满（彝族
人称为毕摩）的足迹，尝试进入
这种猛兽的意识。雪豹是一种
生活在雪峰和山谷之间的特殊
物种。那里也是诗人童年、少
年和成年后最初岁月中生活的
地方。这些诗尝试在诗句中再

现雪豹的意识，极其大胆，前无
古人。”

吉狄马加现场作了名为
《诗歌的责任并非仅仅是自我
的发现》的致答词，他表示：“毫
无疑问，这是我又一次获得了
来自一个让我在精神上最为亲
近的国度的褒奖，我必须在这
里说，对这份褒奖，我的感激之
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吉
狄马加还谈到自己对波兰、对中
东欧文学的尊崇，“从道德和精
神的角度来看，近一百年来，一
批天才的波兰作家和诗人始终
置身于一个足以让我们仰望的
高度，他们背负着沉重而隐形的
十字架，一直站在风暴和雷电交
汇的最高处，其精神和肉体都经
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

吉狄马加特别提到波兰作
家塔德乌什·米钦斯基树立的
榜样力量，他强调，“从以往社
会发展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
们，并不是人类在物质上的每
一次进步，都会带来精神和思
想上的上升，这一个多世纪以
来，人类又拥有了原子能、计算
机、纳米、超材料、机器人、基因
工程、克隆技术、云计算、互联
网、数字货币，但是，同样就在
今天，在此时此刻，叙利亚儿童
在炮火和废墟上的哭声，并没
有让屠杀者放下手中的武器。
在今天的人类手中，仍然掌握
着足以毁灭所有生物几千遍的
武器。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
一个有责任和良知的诗人，如
果我们不把捍卫人类创造美好
生活的权利当成义务和责任，
那对美好的诗歌而言都将是一
种可耻的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张耀尹

吉狄马加获颁波兰“凤凰奖”
他是“推广中国文化的重要使者”

“我们赞赏其精彩的诗歌创
作，同时钦佩他在国际文学交流
方面的巨大贡献，这一切使他已
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
文化的重要使者。”9月18日，波
兰“塔德乌什·米钦斯基表现主
义凤凰奖”评委会，在北京外国
语大学为本年度获奖者、中国诗
人吉狄马加举行了颁奖仪式，这
是该奖项首次颁发给波兰本土
之外的诗人。奖项评委会，波兰
外交部，波兰驻华使馆相关代
表，以及余华、格非，诗人赵振
江、欧阳江河、高兴、何向阳、李
少君、霍俊明等中国作家诗人参
加了颁奖活动。

成网专养“费德勒杀手”

南非大炮
卷土重来

西南地区最高规格的网球赛事——成都ATP250公开赛即
将拉开序幕，本土网球迷欢乐和过瘾的网球季也随之开启。在
本届成网已经公布的参赛选手中，有一位尤其闪耀——安德
森，这是本赛季在大满贯赛事中击败过费德勒的人。

瑞士天王费德勒今年参加了澳网、温网和美网。年初澳网
登顶，费德勒创下许多纪录——第六次澳网夺冠、男子网坛第
一位职业生涯拿到20座大满贯冠军的人。然而，费天王在接下
来的温网却遭遇滑铁卢，而阻挡他的正是安德森。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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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大
炮”安德
森今年手
感火热。

吉狄马加（右二）在颁奖仪式上。

成都网球季
与球星亲密接触

在以《长江经济带产业金
融的发展趋势》、《成长型企业
的融资之道》为主题的高端对
话上，14位对话嘉宾从长江经
济带产业金融的发展现状、宜
宾产业金融发展、华侨城产融
结合发展模式和经验分享、成
长型企业发展、企业融资经验
等方面，通过宜宾金融政策优
势解读、企业案例剖析，结合宜
宾产业结构、中小企业发展所
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在谈到“长江经济带产业
金融的发展趋势”这一话题时，
张大帆表示对长江首城宜宾的
发展前景非常看好。他说，宜
宾作为长江首城，不管是传统
产业还是近几年确定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端成长性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通过“双轮驱动”、

“双城建设”等重大举措，在长

江经济带上游区域的产业优势
明显。下一步，宜宾可继续加
强与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的发达
地区加强协作，共同实现长江
经济带产业金融大发展。

围绕“成长型企业的融资
之道”，孔祥杰博士以战略投
资同程旅游的案例，阐释了自
己的观点。孔详杰认为，通过
资源的优势互补，可以从战
略、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维
度进行全面升级，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将把华侨城在产业和金
融发展中的宝贵经验、优势资
源带入宜宾，紧随宜宾的城市
发展战略，与地方产业、资本
进行有效融合，带动企业快速
成长，助力宜宾建设成为长江
上游区域中心城市和四川省
经济副中心。”

2018长江经济带产业金融高端对话
在宜宾成功举办

作为国家级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
的发展格局、独特的优势以及巨大的
发展潜力举世瞩目。为深入学习贯
彻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方向，以长江
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
示，9月19日，“2018长江经济带产业
金融高端对话”在四川宜宾举行。

作为宜宾市建城2200周年主要
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培育新动能、
创享新价值”为主题，吸引了政界、学
术界、金融界权威专家以及众多业内
人士、企业高管共同参加了此次盛
会，共同探讨长江经济带未来的发展
趋势与机遇。随着我国长江经济带
快速稳步发展，其辐射范围的多个城
市凭借长江经济带战略决策，为区域
与城市发展带来了新模式与新机遇。

本次高端对话由宜宾市人民政
府与华侨城西部集团共同主办，宜宾
华侨城等单位承办，中国人民大学长
江经济带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

宜宾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宁坚代表宜宾
市委、市政府致欢迎辞。宁坚表示，宜宾提出要
加快建成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从而力争在
2021年全市经济总量达到3000亿元，建成全
省经济副中心。希望通过此次对话碰撞智慧火
花、凝聚各方力量，为长江经济带的繁荣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
任卢中原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宜宾能在两个方面
带头，第一，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落实好“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区域规划思路；第
二，在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方面，希望宜宾能率先
在要素配置市场化、完善产权制度上有突破。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侨城
西部集团总经理张大帆代表华侨城集团致辞。
张大帆表示，长江织就了一条黄金经济带。华侨
城集团作为中央企业，积极承接国家战略，已布
局了上海、南京、南昌、宁波、武汉、重庆等长江流
域核心城市，以多元化产业助推城市发展，坚定
不移地参与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发展。新时期，华
侨城确定了“文化+旅游+城镇化”与“旅游+互联
网+金融”的创新发展模式。金融作为现代经济
体系运转的重要一环，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产
业转移、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凸显出强大的功
能与作用。华侨城在新模式的指引下，构建了银
行、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体系。

目前，华侨城的规模、产品、效益、品牌已进
入国内文化类金融企业前列，将成为引领行业、
国内一流的文化金融公司。2017年，华侨城献
礼长江首城——宜宾，将继续以文化旅游为旗
帜，以产城融合为先导，打造一座以金融总部聚集
的宜宾三江口CBD中央商务区。目前，已启动三
江口CBD 260米高的宜宾中心等项目的建设。
同时旗下的康佳集团在宜宾投资建设了康佳智能
终端高科技产业园区，康佳智能手机也已规模投
产。未来五年，华侨城将加快项目建设，发挥自身
金融产业聚集及运营优势，助力宜宾建成“区域性
金融中心”，共同推动长江经济带大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
长张维迎发表了主旨演讲《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源
泉》。张维迎在演讲中表示，一般而言，地理位置
是否优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但这并不是全部。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发
布的市场化指数（1997年-2014年），从中国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和GDP增长率
来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其经济增长速度

越快，创新能力越强；此外，企业所有制性质也对
企业的创新能力有着较大影响，并最终影响经济
的增长。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现，更多的应从资
源禀赋、企业家精神、技术人才等要素着手，一部
经济增长史就是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史。

随后，紫牛基金合伙人、原央视著名主持人
张泉灵发表了题为《新经济-传统产业的新基础
设施》的主旨演讲。

在现场嘉宾和新闻媒体的
见证下，宜宾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陆振华为“三江口CBD中央
商务区”授牌命名，备受关注的
华侨城·三江口CBD随即正式
亮相。华侨城作为坚定践行
者，全面融入“一带一路”、长江
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秉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在长
江经济带相继落子上海、南京、
武汉、重庆四座城市，2017年华
侨城沿江而上，落子长江首城
——宜宾，实现了在长江经济
带重点城市的完美布局。华侨
城·三江口CBD是一座以总部

经济、文创基地、特色服务为主
导产业，以金融总部聚集、金融
前台服务、国际金融结算为核
心产业的城市CBD，吸引了各
类金融机构的争相入驻。

对话会上，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
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
成都银行、兴业银行、宜宾市
商业银行、宜宾农商银行等11
家金融机构与宜宾华侨城签
订意向入驻协议，将在华侨
城·三江口CBD设立总部或分
支机构。

实力央企荣耀致献，各方协作共创荣光

国家战略加持，创享宜宾未来

论道长江经济带，探索时代新契机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侨
城西部集团总经理张大帆

紫牛基金合伙人、原央视著
名主持人张泉灵

各界专家云集高端对话，
共论产业金融发展未来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

南非大炮
成网的“老相好”

为了保证状态，瑞士天王放弃
了包括法网在内的所有比赛，全力
备战温网，完全复制了2017赛季的
模式，就在全世界球迷以为费天王
将复制2017年战绩的时候，一位老
将在费德勒最爱的“温网后花园”
阻击了他——南非大炮安德森。
温网男单1/4决赛，安德森用28记
ACE球炸毁了费德勒，也成就了温
网耗时最长的比赛。

已经年满32岁的安德森，六岁
开始打球，大学时代打过NCAA。
21岁那年，安德森决定成为职业选
手，没想到，他也成为了南非历史
上最好的网球手之一，2015年，安
德森成为继1997年的费雷拉之后
第一位闯入世界前十的南非人。

更美好的回忆是2017年美网，
他闯入了男单决赛，成为继1985年
挺进温网决赛的库伦后，32年来再
次进入大满贯决赛的南非网球手。
当时，南非国内的评论员说，“从此
以后，南非这个缺少网球传统的国
度，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偶像！”

温网后，安德森的排名来到了
职业生涯最高的第五位，32岁的
老将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个高
峰。2016年，首届成都公开赛，安
德森就曾参加。这一次，带着好
状态重返成都，对于“南非大炮”
来说，或许冠军才是目标，而成网
的争冠实力也因为他的到来水涨
船高。

众星争辉
成网“来者不善”

成网第三季，除了头号种子安
德森，其他选手也“来者不善”。二
号种子自然是世界排名第13位的
弗格尼尼，他今年状态火热，拿下3
个巡回赛单打冠军，这也是他单赛
季的最佳表现，同样被视作成网冠
军热门。

当然，还有人气最高的孟菲尔
斯，这位法国选手风格搞笑、性格
开朗，一直是巡回赛开心果，世界
排名最高达到过第6的他，一度因
伤病远离赛场，如今强势回归，赢
得多哈站冠军、布宜诺斯艾利斯和
安塔利亚打进四强、里约挺进八
强，世界排名来到42位。此外，还
有上升势头迅猛的贝雷蒂尼、美国
大炮奎雷伊等，这些闪耀又性格各
异的明星，会让成网第三季更加精
彩。

除了征战网坛多年的老将，成
网也不乏新星闪耀。去年底在
ATP新生力量总决赛一举夺冠的
韩国新星郑泫，也是成网的老熟
人，他在年初的澳网中击败兹维列
夫和德约科维奇，跻身四强，创造
了韩国网球的历史，现在世界排名
23的他也非常有实力。20岁的蒂
亚弗是美国网球的新希望，他在德
雷尔海滩赢得了职业生涯首冠，在
埃斯托里尔获得亚军，在女王杯和
纽约跻身八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