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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德美山东”文化作
品大赛是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
合有关单位举办的一项赛事，从2015年
至2019年连续举办了5届，已经成为具
有山东特色，广受关注、影响深远的品
牌赛事，累计征集作品3万多件，参与人
数2万多人次，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
出。大赛以弘扬社会公德为己任，以“德
美”为内核，以摄影、诗歌等文艺作品等
多种形式为载体，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展
示了社会发展成果和时代风貌，弘扬了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不仅让
参赛者在创作过程中发现德与美，也让
更多的社会公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能
够感悟德与美，践行德与美。

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时代精神，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展示
发展成果，营造正气、和谐、崇德向善的社
会氛围，2020年度中国体育彩票“德美山
东”文化作品大赛继续向社会征集各类优
秀作品，热诚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和文艺
创作爱好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一、主办单位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大众日
报、大众网、齐鲁晚报、山东广播电视台
电视体育节目运营中心、山东广播电视
台广播体育休闲频道、山东省摄影家协
会、网易山东

承办单位：山东画报社
二、征集内容及要求

(一)摄影作品
1、社会良俗公德类
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能够弘扬社会正气，展现爱国敬业、无
私奉献、尊老爱幼、尊师重教、互帮互
助、真诚友善、见义勇为等人与人、人与
社会和谐自然、感人教化、催人向上的
摄影作品。

2、体育彩票类
与体育彩票相关，能够展现体育彩

票品牌和社会公益形象，展示体育彩票
为社会发展、服务民生、建设和谐社会
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反映体育彩票给人
们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和变化的摄影
作品(如彩票销售、彩票站点、公益活
动、场馆设施、扶贫助学、济困赈灾、全
民健身、奥运争光等)

3、风光建筑类
能够展现山东改革开放以来的社

会发展成果，全面展示山东多姿多彩的
自然风光、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等城乡
风貌的摄影作品。

参赛作品内容要健康向上，真实客
观；JPG格式，风格不限，彩色、黑白均
可，单幅作品大小不低于2M。须带有原
始的EXIF信息，不得利用电脑技术对原
始影像画面内容进行增加或删减，允许
对影调和色彩等进行适度调整，以不违
背拍摄对象客观真实属性为准。本次大
赛只限单幅作品，不收组照。

(二)微视频
要突出思想性，主题鲜明，积极向

上，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传播正能
量；要注重艺术性以及表现形式、风格
的多样化，讲述发生在身边的凡人小
事，以小见大。视频中要有体育彩票相
关的镜头；要注重观赏性和完整性。

作品体裁不限，总时长一般不超过
5分钟，格式以MOV、AVI或MP4等主流
高清通用格式为主，分辨率不得低于
1280*720(16:9)或960*720(4:3)。

(三)文学作品
征集体裁为微小说、诗歌、散文。作

品要能够弘扬社会主旋律，体现时代精
神，展现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群
众的时代风貌，扬正气、促和谐，倡导崇
德向善，内容健康，主题鲜明，贴近大众

生活。欢迎广大文艺创作者走进体育彩
票投注站、走近体育彩票工作人员，进
行采访、创作。

微小说300字以内，诗歌50行以内，
散文2000字以内，要言之有物，情真意
切，富有文采；参赛作品须具有独立完
整版权，且为原创、未发表过的作品。
三、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总奖金12万元(税前)。所
有获奖者均颁发获奖证书。

(一)摄影作品
1、社会良俗公德类
一等奖1名 奖金5000元
二等奖5名 奖金各2000元
三等奖10名 奖金各1000元
优秀奖20名 奖金各300元
2、体育彩票类
一等奖1名 奖金5000元
二等奖5名 奖金各2000元
三等奖10名 奖金各1000元
优秀奖20名 奖金各300元
3、风光建筑类
一等奖1名 奖金5000元
二等奖5名 奖金各2000元
三等奖10名 奖金各1000元
优秀奖20名 奖金各300元

(二)微视频
一等奖1名 奖金10000元
二等奖1名 奖金3000元
三等奖1名 奖金2000元
(三)文学作品
一等奖1名 奖金5000元
二等奖2名 奖金各2000元
三等奖3名 奖金各1000元
四、参赛方式及要求

1、摄影作品参赛请登录“山东体彩
网”( w w w . sd t i c a i . c o m )或“大众网”
(www.dzwww.com)，进入大赛专题页面
上传作品。每幅参赛作品必须附参赛者的

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作品名
称和简介(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

2、微视频、文学作品(word文档形
式 ) 发送至电子邮箱：3 8 1 0 0 0 3 1 6 @
qq.com。文件命名格式：作者姓名+作品
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

如提交信息不完整或信息与作品
内容不相符，则视为无效投稿。

3、征集时间：2020年12月18日———
2021年3月31日。

4、本次大赛不收费，不退稿。
5、咨询电话：0531-82053018、0531

-82098362
五、作品评选

1、由主办单位组织相关行业专家
进行评选。评选时，如评委一致认为参
赛作品未达到某奖项获奖标准，则奖项
可空缺。评选结果将在齐鲁晚报、大众
网、山东画报、山东体彩网等媒体公布。

2、凡不符合征稿启事要求的作品
将被取消参评资格。
六、特别声明

1、参赛者应保证对参赛作品拥有
独立、完整的著作权；参赛者还应保证
参赛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
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任何
权利。凡因上述问题导致相关纠纷，一
切法律责任均由参赛者本人承担。

2、本次大赛所有参赛作品的版权
归作者所有。主办方拥有对参赛作品在
体彩宣传、活动、出版、展览等方面的使
用权，不另付稿酬。

3、参赛者均视为已同意本启事所
有条款。

本活动解释权归山东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12月18日

中国体育彩票“德美山东”文化作品大赛征集启事

澳网最强黑马卡拉采夫止步四强，排名蹿升70多

默默努力，惊艳众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许恺玲

18日晚，卡拉采夫
走进罗德·拉沃尔球
场，这应该是任何网

球运动员
梦寐以求
的时刻 。
这是他职

业生涯第一场大满贯的单打半决
赛，这一刻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
么，似乎也不关心他在想什么，因
为外界目光都聚焦在他的对面。卡
拉采夫的对手是17个大满贯得主
德约科维奇，是赛会的卫冕冠军，
现世界排名第一，所以这是一场在
外界看来没有任何悬念的比赛。结
果也是如此，仅用时1小时53分钟，
德约科维奇就直落三盘，终结了卡
拉采夫的黑马之旅。

竞技体育中，最令人津津乐道
的一类故事就是“黑马逆袭”。而在
这届澳网赛场上，来自俄罗斯的卡
拉采夫就是最抢眼的一匹黑马。

从资格赛到半决赛，27岁的卡
拉采夫一路过关斩将。这位曾经因
伤病差点提前退出网坛的“无名之
辈”，如今创造了多项澳网历史。
据澳网官网统计，这位从今年
澳网资格赛打起的选手成为
澳网历史上第二位打进四强
的资格赛选手；他还成为公
开赛时代第五位打进一项
大满贯赛男单半决赛的资
格赛选手。此外，他在本
届澳网获得的奖金达
66 . 2万美元，一届澳网

就超过了此前职业生涯的总奖金
收入。

“我努力付出了很多，只是现
在才拿到这样的成绩。”是呀，卡拉
采夫此前别说是参加澳网，就连大
满贯正赛的赛场都从来没有踏足
过。他所拥有的经验，不过是一次
次的大满贯资格赛，以及一次次的
失利而已。

本届澳网之前，卡拉采夫9次参
加大满贯资格赛，9次未能突围，其
中有3次都是倒在了最后一轮，一直
到今年澳网，他才终于通过了三轮
资格赛抢到了一张正赛门票。那个
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位世界排名
仅114位的资格赛选手能够在赛场
翻起什么浪花，结果恰恰是他，成为
了本届澳网最热的话题之一。

第一轮比赛，卡拉采夫的对手
比自己排名高18位，他以3：0过关，
第二轮对手排名比他高35位，他还
是横扫晋级，三盘比赛中两盘“送
蛋”。到了第三轮，卡拉采夫直接对
上了赛会8号种子、阿根廷名将施
瓦茨曼，结果他还是3：0过关。第四
轮对阵来自加拿大的20号种子阿
利亚西姆，卡拉采夫更是上演奇
迹，在开局两盘落后的情况下上演
逆转，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连输
两盘之后逆转翻盘。

在赢下八强门票的一刹那，卡拉
采夫发出了激动的怒吼。即便已经走
到了八强，外界对于卡拉采夫能否更
进一步依然难以看好。四分之一决
赛，站在他面前的是保加利亚名将，
18号种子迪米特洛夫。作为八强里的
唯一一位非种子选手，和任何人对

决，卡拉采夫都不会是热门。
和迪米特洛夫相比，卡拉采夫

只是在网坛中挣扎着希望能依靠
网球谋生的小人物。大部分时间
里，他都在参加低级别的挑战赛，
能够拿得出手的成就几乎没有。去
年网坛复工后他状态绝佳，在2020
年参加的后20场挑战赛比赛中赢
下了18场，但所有这些胜利，大多
都是在低级别的挑战赛上取得的。

事实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卡
拉采夫距离告别网球也仅仅只有
一步之遥。2017年，他曾在西班牙
训练时遭遇膝盖重伤，因此不得不
离开赛场恢复半年之久，“在那之
后想要找回比赛的感觉以及自信
心，真的很难。”但坚持和努力，终
于让他当了一次主角。成功之后，
他感谢的也并非是幸运女神，而是
自己，“过去几年我有很多的担忧，
现在我终于可以放松了。这是一段
包含了很多汗水的漫长的路。”

“4个月前，我的排名还是116
位，我当时想，第一步要让2020年终
排名进入前100，但没有实现。”在
2020年10月，卡拉采夫接受采访时
曾透露自己在2021赛季的三个小目
标：入围澳网正赛、排名进入前50、
排名进入前20。在打进澳网半决赛
之后，卡拉采夫的排名已经来到了
42位，“小目标”逐渐逼近。

虽然这个夜晚，卡拉采夫成为
了德约决赛路上的垫脚石，成为了
一个伟大球手的背景板，但谁说小
人物不可以有梦想，至少在默默努
力之后，他在这一届澳网，惊艳了
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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