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伦敦10月 22日
电 2020-2021赛季欧罗巴
足球联赛小组赛22日揭幕，
来自英超的热刺、莱斯特城
和阿森纳全部顺利得胜，德
甲勒沃库森当日则取得最大
分差的胜利，主场6:2痛击法
甲尼斯。

经历资格赛考验的热刺
当日主场迎战奥地利球队林
茨。与上周末的英超联赛相
比，主帅穆里尼奥对首发阵
容做出了多达8处调整，两大
射手孙兴民、凯恩双双坐上
替补席，不过威尔士巨星贝
尔首发登场。

第18分钟，小卢卡斯就
为主队力拔头筹。9分钟后，
对手的“乌龙大礼”让热刺得
以2:0进入中场休息。孙兴
民第62分钟换下贝尔，本赛
季英超5场进7球的韩国人
没有空手而归，在第84分钟
近距离射门命中，将比分定
格在3:0。

热刺与同在J组的

安特卫普都是3分到手。两
队下一轮将在比利时球队主
场相遇。

B组中，到访维也纳的阿
森纳先丢一球，不过大卫·路
易斯和奥巴梅扬4分钟内连
扳两球，帮助“兵工厂”2:1力
克维也纳快速。G组的莱斯
特城主场3:0完胜乌克兰索
尔亚队。

勒沃库森在与尼斯的C
组首轮较量中上半场2:1领
先，下半场开足马力又接连
打入四球，尼斯则直到第90
分钟才再次破门，6:2的比分
创造了当日最大分差。

比利亚雷亚尔和土耳其
锡瓦斯体育在I组的比拼也
总共打进8球，最终西甲球队
5:3胜出。

另外，H组的AC米兰3:
1客场击败凯尔特人；F组的
那不勒斯主场0:1不敌阿尔
克马尔。

欧罗巴联赛小组赛第二
轮将于本月29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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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23706020045710，声明作废。

通 告
因雨污水改造施工，2020

年10月27日至10月29日，芝

罘区楚凤二街、楚凤三街通行临

时调整，请过往车辆按照交通标

志指示通行。

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10年22日

通 告
因地质钻探施工，2020年

10月27日至11月25日，芝罘

区北马路、海港路、南大街、二马

路通行临时调整，请过往车辆按

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10月22日

公 告
东海岸·书香府第3#~5#、8#~9#、12#、
16#~17#、21#、26#~27#、31#、36#~
37#楼的业主：

我公司受烟台市容大置业有限公司的
委托，于2020年10月，对东海岸·书香府第
3#~5#、8#~9#、12#、16#~17#、21#、26#~
27#、31#、36#~37#楼的房产进行测绘。现
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测绘已
基本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10月24日至
10月27日在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公示。请
各位业主自公告之日起，到公示现场认真核
对所购房产的现状、位置、各边长数据是否
准确。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在公
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司将派人到
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程工
联系电话：0535-663150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莱山区山海路98号29.33.35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山海花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委

托，我公司对莱山区山海路98号29.33.35号
楼的相关面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
内业计算、分层分户图测绘已完成，决定于
2020年10月24日至10月28日在莱山区山
海路96号（天籁花园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
公示。请各业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认真
核对所购房屋的现状、位置、边长数据及共有
共用面积分摊方法是否准确，核对无误后请
签字确认。若在公示期内未到现场核实及签
字，我公司将默认该房业主认同本次测绘数
据。对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在
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司将及时派
人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535-670353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莱山区分院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公 告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22日，
第12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傅雷奖）公
布了本届入围的十部作品。

据介绍，本届傅雷奖共收到48部
参评作品，其中社科类28部，文学类
20部。在入围的十部译作中，有让·斯
塔罗宾斯基的《透明与障碍：论让-雅
克·卢梭》，贝尔纳-玛丽·科尔泰斯的
《孤寂在棉田》，尼古拉斯·瓦尼耶的
《生命的课堂》和埃里克·莱因哈特的
《夫妻的房间》等作品，充分体现了中
国当代法语译界的多样活力。

在22日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傅雷奖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法国
语言文学系主任董强说：“傅雷奖已成
功走入第12个年头，不仅是中法良好
传统的延续，还是中法友谊的结晶。”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与科
学事务公使衔参赞高明认为，傅雷奖
不仅是一个奖项，还是一场文学和出
版的盛会。“译者是不同文化和语言
之间的摆渡人，傅雷奖希望彰显译者
的重要作用，并向他们致敬和致谢。”
他说。

2009年，法国驻华使馆设立傅雷
翻译出版奖，以促进法国文学及学术
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奖项每年
评选出两部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
作，文学类和社科类各一部；自2013
年起设立“新人奖”，以鼓励年轻译者。

已故中国翻译家傅雷曾留学法国
巴黎大学，翻译过巴尔扎克、罗曼·罗
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这些作品在中
国有着广泛影响。

11月 21日，最终获奖作品将在
法国驻华使馆举办的颁奖典礼上公
布。此外，展览“傅雷的法兰西青年
岁月”将于11月22日在法国文化中
心开幕，旨在向翻译家傅雷致敬，届
时许多从未公布的珍贵资料将与公
众见面。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钟嘉琳 通讯员 宫小迪
摄影报道）弘扬传统文化，建
设“墨香校园”。昨日记者获
悉，芝罘区南山路小学开展
了“笔墨书香”书法大赛，比
赛设软笔和硬笔两类，分低
年级和高年级两组，各班在
初选的基础上推荐五名书法
小选手参加学校的现场书法
大赛。

活动现场，小选手们全
神贯注，一丝不苟，点横撇
捺，工整美观，尽显笔锋，尽
力表现出自己的最高水平，
一张张纸上呈现出他们深厚

的书写功底，赢得了评委的
称赞。比赛结束后，学校组
织领导、老师组成评委团评
选出了“书法小明星”“书法
优胜班级”并进行表彰鼓励。

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
高了学生的书写技能，增强了
学生对书法艺术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把汉字写得正确、端
正、整洁、美观，从整体上提高
了学生的书写质量。另外，这
一活动的开展，引导了广大师
生热爱中华语言文字，熟悉、
亲近书法，增强了民族自豪
感，用实际行动继承和弘扬了
中华优秀文化。

新华社大连10月23日电 23日，在大
连进行的2020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保
级组的一场比赛中，河南建业1:1战平武汉
卓尔，从而以两回合2:1的总比分战胜对
手，保级成功。

首回合1:0取胜的河南建业，次回合开
场踢得十分主动。第5分钟，建业外援卡兰
加在禁区内获得良机，可惜未能调整好步

伐，被对方后卫将球破坏。第9分钟，卡兰
加带球长驱直入后将球分给多拉多，但后
者的远射被卓尔门将王智峰没收。第15分
钟，马兴煜大禁区外接队友传球后抽射又
造成王智峰脱手。建业的猛攻在第24分钟
获得回报，队长王上源利用禁区弧顶一次
位置极佳的任意球机会，打出一脚信心十
足的射门，皮球直挂球门右上角。

下半场开始后，武汉卓尔的进攻有所
起色，但都没有形成太好机会，而建业则
多次错失扩大比分的机会。第70分钟，卡
兰加得球后太过犹豫错失良机，不得不将
球分给套边的巴索戈。卓尔门将王智峰
尽管挡住了射门，但也因此受伤被董春雨
换下。第79分钟，建业打出反击，卡兰加
过掉门将后的射门被及时回防的后卫破

坏。第88分钟，卡兰加门前近在咫尺的抢
点射门又一次打高。卓尔在补时进行到
第3分钟时扳回一球，替补登场的马丁斯
接队友突破后的倒三角传球，禁区内转身
射门得手。

最终，双方1:1打平。此役过后，曾在
第一阶段排名赛区最后的河南建业保级成
功，而武汉卓尔则仍需为保级努力。

王上源任意球破门王上源任意球破门
助河南建业保级成功助河南建业保级成功

南山路小学举办
“笔墨书香”书法大赛

新华社浙江诸暨10月22日电 2020-
2021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
22日进行了4场比赛，前国家队主教练李
楠执教的江苏队73:92惨败给广州，遭遇开
赛以来三连败；北京队凭借3人得分上20
的表现92:78战胜深圳，迎来新赛季首场胜
利。

已经两连败的江苏此役面对广州，全场
比赛江苏全队的投篮命中率刚刚达到三成，
篮板数上更是落后对手超过20个。

广州队方面有5人得分上双，其中外援
摩尔拿到全队最高的18分。江苏队仅有两
人得分达到两位数，蒋浩然贡献全队最高的
17分。

北京与深圳的比赛，面对旧主的李慕豪
表现十分高效，替补出场的他在22分钟上
场时间里就贡献20分5个篮板。北京首钢
从首节开始就在比分上压制对手，前三节结
束已经领先达到22分。后卫方硕交出了
21分10个助攻的两双成绩单，另一位国手
翟晓川也发挥不俗，贡献20分10个篮板。

深圳队方面，沈梓捷个人表现出色，拿
到23分11个篮板，但是终究双拳难敌四手。

当天的另一场焦点战由上海对阵四川，
本场比赛是上海队的选秀状元区俊炫的
CBA首秀。然而他的表现并没有达到人们
的预期，出场8分钟仅拿到3分3个篮板。
不过上海队还是凭借整体实力上的优势

102:90击败了对手。
相比之下，四川队的第4顺位新秀朱松

玮虽然没有带领球队获胜，但是在个人表现
上完全压过了“状元郎”。这位出自汕头大
学的锋线球员替补出场27分钟拿下了全队
最高的20分。

此前两连胜的浙江队继续着连胜的脚
步，凭借全明星后卫吴前的21分9个篮板
10次助攻的“准三双”表现，他们以105:93
击败山西，目前以三战全胜的战绩独自领跑
积分榜。

23日，CBA将继续第三轮的角逐，北
控与辽宁、广东与广厦将展开强强对话，新
疆对阵吉林，山东对阵南京，青岛对阵天津。

新华社石家庄10月 22
日电 22 日，2020-2021 赛
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WC-
BA）展开第8轮争夺。山东
女篮 84:96 不敌浙江队，江
苏女篮 116:70 大胜河北女
篮，河南女篮 92:68 击败大
庆队。

山东和浙江的交锋当天
率先展开。开场后杨衡瑜转
身跳投2分命中，拉开了山东
进攻序幕，不过浙江随后加
强防守硬度，双方比分紧咬
上升，节末随着杨衡瑜的上
篮命中，山东首次将分差拉
到5分开外。第二节，浙江抓
机会打出得分潮，单节领先
山东12分，并在第三节稳固
领先优势。山东末节试图反
扑，但未能抹平分差，最终
84:96不敌浙江。

此役双方在命中率、篮
板球等方面差距不大，只是
浙江队员稳定的罚球，每每

在关键时刻帮助球队咬住比
分，赢得喘息之机。

前七轮保持全胜的“领
头羊”江苏队在与河北队的
比赛中占尽优势，上半场领
先30分。第三节江苏进攻节
奏放缓，河北趁机缩小了一
些分差，但在末节没能扭转
局势，最终以70:116目送对
手八连胜。

、河南女篮当天在与大
庆队的比赛中，开局阶段连
续得分打懵对手，直到第二
节中段，大庆才慢慢回过神
来，不过河南队进攻端并未
停步，以 46:22 结束半场。
第三节开始后，双方竞技状
态才来到同一水平上，但河
南队凭借上半场的优势，以
92:68获胜。

23日，内蒙古队将迎战
目前联赛第二的上海队，武
汉队将对阵山西队，北京队
将与福建队交手。

女篮联赛山东不敌浙江
江苏狂扫河北迎八连胜

第12届傅雷
翻译出版奖揭晓

“欧罗巴”战况——

“英超三强”告捷

CBA：北京击败深圳取新赛季首胜
江苏不敌广州遭遇三连败

10月23日，在山东济
南国际时尚创意中心，山
东艺人在展示泥塑兔子
王制作技艺。

当日，以“全面小康、
非遗同行”为主题的第六
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览会在山东济南国际
时尚创意中心开幕。本
届博览会分线上、线下两
个版块，其中线下展览包
括84个非遗项目、46个扶
贫工坊。 据新华社

非遗
魅力

1010月月2323日日，，河南建业队球员王上源河南建业队球员王上源（（右一右一））与队友庆祝进球与队友庆祝进球。。新华社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