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听器
瑞听连锁为庆祝教师节9月9日-13日丹麦、瑞士、美国助听

器全场5折起售大优惠，35天免费试用！同时开展助听器以旧换
新活动，进口电池买一送一，丹麦全数字3通道耳背式仅899元。※4通道调节、降噪、特大功率耳背式：原价5290↘2680元※8通道调节、降噪、蓝牙同步、隐形：原价8300元↘4980元※16通道调节、多重降噪、大功率深耳道：原价16480↘8800元※丹麦原装48通道、小声增强、风噪处理、蓝牙功能、真耳声
还原、空间净噪人多吵杂清晰音质，特价12680元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禁忌内容注意事项请见说明书

沪食药监械（准）字2015第2460099沪械广审（文）第2019115500号（奥迪康除外）广告

83205479中央路321号-17、新模范马路路口（利奥大厦）向南50米
52244449长乐路63号、第一医院向东100米（中草医院东50米）
52211819上海路10号，上海路地铁口向北150米(五台山公交站旁）
52193589江宁上元大街300号，黄金海岸五星电器一楼朝北门面
58263669浦口区公园北路12号-30，环岛公寓门面三中桥头第一家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0月14日10时至10
月1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南京市江
宁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句容市郭庄镇聚星街18号旭园商住楼1
幢406室。证载建筑面积118.94平方米，证载分摊土地面积
30.87平方米，所在建筑物总层数为5层，拍卖对象位于第4
层。户型现场了解，建筑年代约为2011年，混合结构。

合议价：90万元，起拍价：63万元，保证金：9万元，增价
幅度：0.5万元。

二、本拍品已委托南京金泽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在拍
卖期间对上述房产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
（看样时间根据预约情况由助拍公司统一安排），联系电话：
4006231597 /17374706701 预约。

三、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中应有足够的
余额支付拍卖保证金。请务必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
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
目详细内容。还可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
gov.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法院咨询电话：025-83523879 /18061613636（刘）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西门子路27号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10月19日10时至

2020年10月2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现公告如下：（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南京市玄武区新庄村39号10幢202室。
总层数为8层，拍卖对象位于建筑物2层，建筑面积为138.57m2，套
内面积为128.48m2，建筑年代1999年，结构为混合。起拍价：260万
元，市场价：370.0603万元，保证金：50万元，增价幅度：0.5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20年9月27日起至
2020年9月29日止接受咨询。本套拍品已委托南京市南京公证
处负责咨询、看样，有意者请在上述时间段内，电话联系南京公
证处进行预约后，由南京公证处另行统一安排时间进行看样，非
工 作 时 间 不 予 接 待 。看 样 咨 询 电 话 ：025- 66203807、
18851790064（潘）、18851750505（陆）、18851755708（陈）。

三、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中应有足够的余
额（50万元人民币以上）支付拍卖保证金。请务必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
及竞买帮助等栏目详细内容。还可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咨询电话：025-66203810（周）
联系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258号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喜顺搬家，诚信84490675

空调，冰箱，灶具，热水器，洗
衣机，电视，86311234

—疏通·家电—
蚂蚁搬家，特价86199908

—搬家服务—

专业疏通84522573

旺铺招租 江宁区胜太路
同曦鸣城 A5 幢（肯定宾
馆，独栋三层 2021 年 2 月
28 日到期）2023 平米，现
对外招租，适宾馆、餐饮、
百货、商务办公。联系人：
魏先生13057509956

招租：山西路西流湾 27 号
二层商铺200余平，可足疗
餐 饮 酒 吧 茶 座 ，庄
13805170258

江宁滨江景 明 大 街 高 位
15000㎡厂房火热招租，可
拆分，办公宿舍配套齐全，
17715276960夏

空调疏通水电87731160

—房产招租—

84720079、15951803813
QQ：970985952

广告订版电话
招聘 南京渣土车驾驶员，要

求开过渣土车的，待遇面谈！

联系人:刘。

电话:13915997115

招 聘

扬子晚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携手中国电竞城市发展高峰论坛紫牛新闻携手中国电竞城市发展高峰论坛————

电竞能否促进城市文化输出电竞能否促进城市文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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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不等于游戏

大部分人应该都接触过电子竞
技，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群，小到斗
地主、掼蛋，大到LOL、王者荣耀等
等。可能还会有人说斗地主不算是
电子竞技吧，其实不然，首先斗地主
是有胜负的竞技运动，其次只要你
在电子平台上玩，这就是电子竞技，
所以可想而知，中国有多少人在参
与电子竞技。

电子竞技并不能和游戏画等
号，正如南京传媒学院电竞学院的
王思行副院长所说的：“游戏注重过
程，电竞注重结果，就像我们普通人
玩游戏，一定是注重我们操作的乐
趣，而电竞更注重胜负，有胜负就会
有得失。那么电竞的概念是什么
呢？在我看来电竞就是把‘人与人
斗，其乐无穷’电子化，其实在任何
电子平台上进行‘人与人斗’的过程
都是电竞。”

电竞所涵盖的面是非常广泛
的，而随着2018年电子竞技在亚运
会上夺得金牌之后，电竞行业的重
要性空前提升，在国家体育战略中

已取得与传统体育项目同等地位。

能否促进城市文化输出？

对于电竞能否承担起城市文化
输出的重任，扬子晚报的副总编辑
李军表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自
身的经历让我明白我们玩游戏是在
享受快乐，但是他们（职业选手）为
了获得胜利，已经超越了游戏，更多
是竞技范畴，只不过是高科技和数
字化相结合的竞技，这与奥运会更
高、更快、更强的目标理念是一样
的。目前中国的电竞行业正在向成
熟化迈进，我们应该相信电竞是一
个朝气蓬勃的行业，是一个具有非
常深厚文化软实力标志的行业，回
想《星际争霸》，韩国当年有那么多
高手令人崇拜，实际上就是不知不
觉地实现了韩国文化的输出。我们
现在想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就要有
文化自信，如果一个国家做不到文
化软实力的向外输出，那么很难成
为文化强国，我们电竞行业有实力
且有潜力，因为我们接触电竞的年
轻人非常自信，非常有朝气，他们的
气质与电竞行业相当契合。 ”

电竞行业是不是就是打游电竞行业是不是就是打游
戏戏？？电竞教育是否有必要电竞教育是否有必要？？…………
当这些争议还未停止的时候当这些争议还未停止的时候，，越来越来
越多的电竞俱乐部正在悄然崛越多的电竞俱乐部正在悄然崛
起起。。99月月66日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在南京召开的中国
电竞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电竞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这些问这些问
题以及电竞行业未来发展得到了题以及电竞行业未来发展得到了
解答解答。。

扬子晚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紫牛新闻记者
孙云岳孙云岳 张晨瑆张晨瑆 张昊张昊

实习生实习生 黄思博黄思博

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李军在论坛发言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李军在论坛发言

9月8日，四年一度、号称“围棋奥
运会”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首
轮比赛打响。江苏队两名选手一喜一
忧，而且都遭遇到比较离奇的状况。

芈昱廷是江苏男子围棋第一个世
界冠军。在与日本棋手一力辽的比赛
中，小芈制造了第一轮最大的新闻，竟
下出提错劫的大昏着。如果不犯错，黑
棋的胜率可以达到90%。不过“勺子”
（围棋俗语，来源于“漏勺”，指漏着错
着）一出，胜率马上反转变成了白棋
90%。在世界职业围棋大赛，世界冠军
因如此提错劫而落败，十分罕见。

对于小芈的超级“勺子”，扬子晚

报/紫牛新闻记者采访了江苏围棋队总
教练丁波，他表示：“小芈犯下如此低级
错误，只能说明他的心不静。”丁波解释
说，小芈前几年虽然国际大赛表现不
佳，但在国内赛场还是相当稳定，每年
的围甲联赛胜率都很高。上赛季围甲
结束后，小芈提出江苏队待遇比较低，
想转会去其他队。最终，小芈没有转会
成功，不过他为此也牵扯了不少精力，
下棋的心境难免有失平和。“高手对局，
一着不慎就满盘皆输，所以特别讲究心
境。小芈因为这两年被‘俗世’纠缠过
多，在棋上难免就受到影响。”丁波这样
分析。的确，以往在联赛主将位置非常

稳健的芈昱廷本赛季围甲状态不好，四
次担当主将结果1胜3负。

相较芈昱廷，江苏小将赵晨宇的
运气就非常好，他们收获了对手送来的

“大礼”——因为李立言对弈中突然出
现了网络对局才会出现的“滑标”（用鼠
标下错了地方），比赛仅仅进行了90
手，赵晨宇就取胜。

下一轮，赵晨宇将面对韩国最顶尖
的棋手朴廷桓。在丁波看来朴廷桓也是
很好的“磨刀石”，“小赵今年只有21岁，
要想出成绩必须要能击败韩国这种超一
流棋手。而且朴廷桓今年的状态不算太
好。”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汤敏

芈昱廷“勺子”赵晨宇“收礼”
应氏杯江苏两将一喜一忧

扬子晚报讯（记者 汤敏） 9
月8日上午，江苏省第八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新龙生态林”杯笼式
足球比赛在常州新北区鸣哨，来
自江苏省各地的11支男子代表
队和4支女子代表队齐聚龙城，
共赴一场激情四射的足球盛宴。

本项比赛是本届江苏省全民
健身运动会的第三项赛事，由江
苏省足球运动协会和常州市体育
局共同承办，常州龙城生态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市五人制足
球协会等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笼式五人制足球赛是一种全
新、时尚、激昂的比赛项目，能充
分展现全民足球的魅力和特色。
比赛不设边线和底线，在长25米
宽15米的笼内进行，球门高为2
米宽3米，每队上场队员不得多
于5名，其中必须有1名守门员。
全场比赛总时间20分钟，上下半
场各10分钟。五人制笼式足球
赛由于攻防转换快、进球数多、比
赛刺激精彩，深受百姓喜爱和欢
迎。近年来，随着我国足球运动
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江苏省足球
人口也得到了快速增长，各项赛
事应运而生，赛事体系逐步形成，
社会足球氛围浓厚，足球逐渐成
为人民群众健身运动的重要方
式。据悉，各队球员们将进行六
天的精彩角逐，排出座次。

江苏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笼式足球赛鸣哨

36岁米兰达破门
苏宁队1：1战平大连

扬子晚报讯（记者 张晨瑆
孙云岳 张昊）9月8日，在中超第
十轮，江苏苏宁易购队以1：1战
平大连人队，近4场比赛2胜2平
保持不败。在第一阶段还剩4场
比赛的情况下，积分达到18分的
苏宁队领先少赛一场的第5名深
圳佳兆业队7分，处于一个非常
有利的“争四”形势中。

近期大连人队势头非常旺
盛，此前连续两场比分分别以1：
0和4：0击败了山东鲁能和河南
建业。本场比赛，大连人在第22
分钟由龙东率先取得了进球。不
过，失球后的苏宁队不断加强攻
势，比赛第80分钟终于扳平比
分，刚过完36岁生日的米兰达，
接罗竞的角球用一记头球攻破了
大连人队的球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